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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诗诗 歌歌

一个夏日
何春霞

夕阳恋爱了
酡红的脸庞上写满笑意
向采油树下仍在劳作的姑娘
投去爱慕的眼神
那一抹柔情却被树丫截留
化作林叶间的片片碎银
随风摇曳

月亮沉浸在安稳的梦里
不愿轻易露出迷人的娇容
守夜的灯光并不孤独
有抽油机舒缓地哼唱夜曲
有飞虫翩翩起舞
还有一群身着红工装的人
在灯光下忙碌

在“海岛”种菜
田传朝

春渐深，万物生，草木蔓发。那年，
广西北海火红的木棉花盛开，花朵明
媚、艳丽，像灼灼燃烧的火焰。

张静戴着竹子编的斗笠，尖顶、圆
盖，仿佛成了当地人。张静是中原油田
物业服务中心北海项目部的一名政工
员，带着我在北海LNG采访。中原油田
物业服务中心北海项目部立足北海，为
国家管网广西输气管道及粤西输气项
目提供安保、保洁、餐饮、维修等后勤服
务。

北海LNG远离陆地，是个填海吹沙
形成的人工小岛。绿化工于召杰自告
奋勇，接下了种菜、管理菜园的任务。
他和几个同事一起，用两天时间把1100
多平方米的土地翻了一遍。

“海岛”上种菜，比种花种草难多
了，土地翻整要精耕细作，管理起来也
要精心侍弄。种菜就像绣花，翻地、撒
种、施肥、浇水，每个环节丝毫不能马
虎。困难一重接着一重。种子第一次
播下后，暴雨来了，积水把刚长出的菜
苗全淹死了；亚热带的阳光直射，土地
刚刚浇完一遍，水立马就干，土地下面
又都是沙子，根本留不住水分。

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最后还是成
功地种出了一片片翠绿的白菜，接着又
种出了西红柿、辣椒、秋葵、黄瓜等新鲜
的蔬菜。

在北海 LNG工作的中国石化 130
多名员工吃上了绿色蔬菜，这让于召杰
他们十分高兴。之前，因为蔬菜不够
吃，很多员工都缺乏维生素，影响健
康。于召杰和同事费尽心思把菜种好、
管理好。每天，食堂厨师做的蒜香白
菜、荆芥拌黄瓜，清爽可口，都是员工最
爱吃的菜品。

菜园不仅丰富了员工的食谱，而且
美化了海岛上的环境，扮靓了家园。闲
暇时，大家爱坐在菜畦边休憩聊天，一
天的溽热和疲劳就消失了。

今年春天，北海项目部党支部与广
西管网机关第二党支部组建了党建联
盟，双方合作在厂区成功栽种了黄皮、
荔枝、桂圆、沙糖橘，碧绿的枝叶茁壮生
长。

“现在已有五六个品种了，明年再
种些芒果、柚子、菠萝蜜。”物业服务中
心经理、党支部副书记张志宏介绍。

深夜，沿滨海大道归来，清泠泠的
星星眨着眼睛。幽静深蓝的海面上，渔
火时隐时现，与海湾的灯火交相辉映，
沿着北部湾漫长的海岸线逶迤。晚风
吹来，瓜果飘香……

宗 钢

女工梦琴在长途汽车站买好了明天返回塔河
油田的车票。她这次回来看孩子，是同事给顶的
班，转眼就是一周，梦琴该回去上班了。

她匆匆往家赶。刚进家门，就被五岁的儿子
涛涛给缠住了：“妈妈你干吗去了？”涛涛一双小眼
睛瞪得溜圆，满脸通红。

梦琴俯下身子抚摸着孩子圆溜溜的小脑袋，
亲昵地说:“妈妈去买车票了……”

“妈妈，不许你走！”
涛涛拿出一根细细的绳子，一边在妈妈的手

腕上缠绕，一边嘟囔着说:“我才不让你走！”
梦琴轻轻捏了一下涛涛翘翘的鼻子，不知用

什么办法才能说服心爱的孩子。要不是因为孩子
发高烧，梦琴不可能回到位于新疆米泉县石油基

地的家来看孩子。没想到，回来后，孩子几乎是形
影不离地黏着她，寸步不离。

梦琴是塔河油田的一名柴油机工，丈夫是塔
河油田的钻井队队长。夫妻二人长年在外，很难
抽出时间陪孩子。于是，孩子便由婆婆照料。

梦琴回来以后，涛涛心里的缺憾得以弥补，心
里美滋滋的，遇到小伙伴就炫耀：“我妈妈每天都
陪着我，还给我买玩具！”

夜晚，梦琴抱着孩子躺下。涛涛紧紧地抓住妈
妈的衣服，头枕在妈妈的手臂上好一会儿才入睡。

梦琴轻轻地抚摸着涛涛的小脸蛋，心里涌上
一股酸楚。算一算，孩子都五岁了，可是自己和孩
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自从干了
石油勘探这个工作，梦琴和众多的油田女工一样，
和孩子都是聚少离多。

“梦琴。”婆婆轻声地叫她。老人指了指手腕，
梦琴明白，该走了。老人轻轻地把涛涛的小脑瓜
移到枕头上。梦琴抽出手臂，蹑手蹑脚地下了地，
小心翼翼地拎起挎包，再望了望熟睡的儿子，急忙
扭头走出了门。

基地大院空荡荡的，几盏路灯在漆黑的夜里
发出昏暗的光，一股寒风扑面而来，梦琴不由地打
了个寒战，本能地收了收衣领。离开家门不一会
儿，梦琴突然听到了涛涛的哭声，那哭声越来越
大，针一般刺在梦琴的心上。

梦琴不敢多想，加快脚步向车站走去。

爸爸的给予
陈 榕

感觉自己可能是年龄大了，一杯奶茶
就会让人辗转反侧一整夜。反观我爸，无
论遇到多大的事儿、多大的挫折悲喜，到
点儿倒头就睡，鼾声震天，一觉天明。

我的爸爸今年69岁了，40年前有了
我。幼儿时扛我在肩头看花灯；少年时为
我引路，让我看到更宽广的天地；青年时
帮我擦拭和世界碰撞后的大小伤口。如
今我人到中年，才明白，爸爸的给予远不
止这些。

当我扛过人生中一次次起落仍然坚
强乐观时，我在自己身上看到爸爸的影
子。生活的失意、创业的路坎从未将他打
倒，爬出每一个谷底，跌倒后又站起来。
69 岁的他仍心怀梦想，并一直为之奋
斗。退休前他教书育人，退休后他持续钻
研，获得多项国家专利，年近古稀，仍努力
贡献自己的经验和智慧。

当我把热情幽默当作人生信条时，我
在自己身上看到爸爸的影子。他的平和
幽默是一种力量，吸引了同样积极乐观的
人一同前行。当我认真对待每一个人、每
一件事、每一段美好时，我在自己身上看
到爸爸的影子，拥有时好好珍惜，失去时
也不觉可惜。

每次回父母家小住时，父亲的鼾声让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睡一觉就
好了。

精神力量的影响和复刻才是血脉最
好的传承。爸爸的胸膛是一片海洋，不仅
温柔，还有力量。他让我在至暗时刻相信
光明，平静时珍惜美好，懂得厚积薄发，变
得自信、独立、坚强，学会赋予自己力量。

童年里的
“油味儿”

王晓静

假如岁月有痕，她留给童年的印迹一
定是最刻骨铭心的。童年的美好被封印
在时光的隧道里，永恒不变。任冬去春来
如白驹过隙，印迹如新，回忆如昨。

石油人的童年充满了“油味儿”，这是
石油人的骄傲。

20世纪 70年代出生的金颖颖，打从
记事起，就被爸爸灌输“你是油娃娃，长大
要建设油田”的思想。金爸爸是人民教
师，更是油娃娃们的教师。从扎根胜利物
探、站上讲台的那一刻起，金爸爸就担起
了这一生的使命。

颖颖的童年，是听着石油故事长大
的，更是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长大的。
那时，不大的物探家属院里住着一群和她
一般大的油娃娃。那时，爸爸扛上行李
卷，头也不回，爬上解放牌大卡车，去青
海、去冷湖、去新疆、去沙漠，一走半年，影
儿都不见。妈妈倚门读信，眼泪汪汪“吧
嗒吧嗒”往下掉。姐姐不声不响生油炉、
煮饭、洗衣服，哥哥轻手轻脚提上暖壶，去
锅炉房排队打热水。“少年不知愁滋味”的
小小子、小闺女，扯着妈妈的衣角要爸爸，
想着黢黑黢黑的爸爸，从油亮油亮的帆布
包里，变魔术似的掏出彩虹糖果，小孩子
的口水就流在花棉袄的前襟上。

颖颖的童年是幸运的，一直都有爸爸
的陪伴。被父母呵护着成长的她开朗自
信、活泼聪明，才上小学，就展露出卓越的
主持才华。在“六一”儿童节主持人选拔
赛上，她过五关斩六将，在众多选手中脱
颖而出。大学毕业前，因为在校期间获得
荣誉无数，学校宣传部向她抛出留校的橄
榄枝。

金颖颖陷入两难。“留校吧，当一名大
学老师。”“你是油娃娃，长大是要建设油
田的。”两种声音穿越时空，激烈地对抗
着、碰撞着。最终，是石油人骨子里离不
开“油”的本性占了上风。

如今，金颖颖已是胜利物探电视台的
一名新闻工作者，是育有两个孩子的妈
妈。女儿甜甜即将步入大学校门，儿子成
成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是名副其实
的油三代。

丈夫吴安楚是物探常驻沙特的项目
副经理。成成曾经自豪地对小朋友说：

“我爸爸可厉害了，满世界找油。”
2020年，因新冠疫情暴发，吴安楚一

整年没回家。成成的每个夜晚都是听着
爸爸在视频里讲故事睡着的。如此“看
着”孩子长大，吴安楚别无选择。成成对
车的痴迷让大人惊叹。他能准确说出各
种沙漠里行驶的车的型号和特点，包括物
探生产用的震源车。爸爸不在家的时候，
晚上睡觉也要搂着震源车。他说：“爸爸
以前就睡在车里，这和搂着爸爸是一样
的。”吴安楚就把对儿子的爱，化成各种车
模型带回家。如今，成成的卧室俨然已是
小型车展厅。

石油人的童年总离不开石油元素，就
像鱼儿离不开水，鹰隼离不开苍穹。当
年，和金颖颖一起长大的油娃娃早已各奔
东西，可走得再远，总也走不出石油行业。

一代又一代石油娃品咂着“油味儿”童
年长大，又前赴后继为石油贡献着青春。

桤木树下

不舍的离别

散 文

散 文

石油红石油红

魏 龙

茫茫米仓山，悠悠陈河水，有一棵桤木树，20
年来，虽相隔千里，却一直在我心中树影婆娑。若
遇山风拂过，那桤树叶哗哗作响的声音仿佛就在
耳畔回响。哗哗的摇曳声，极像清浴溪潺潺的流
水声，更像河坝气田战前动员大会上一阵又一阵
热烈的鼓掌声，哗哗哗过来，又哗哗哗过去……

一

那闪亮的桤树叶，宛若佳丽的眼睛，实在让
人心往神驰。按捺不住的我，于2021年立冬后
的第二天，毅然决然地冒着初冬的寒意，一头就
扎进了通南巴山区的云山雾海之中，赶往抗疫保
供的西南油气分公司河坝气田。

河坝气田位于川陕交界处的红军之乡——
通江县，其油气构造带的核心区域就在通江县陈
河镇河坝场村一带。立于河坝气田采气二厂阆
巴采气管理区陈河倒班站员工公寓外，深吸一口
故地的新鲜空气，感到格外的清爽甜润。放眼望
去，奇特的喀斯特峰丛地貌依旧，氤氲而起的陈
河薄雾依旧，九湾十八包的云蒸霞蔚依旧。环抱
群山中的林木却更加突兀森郁；依山傍水的土山
寨及散落其间的农舍，已经不是旧时的模样；昔
日高耸的井架，已被河坝气田一座座输气站所取
代。这次来陈河，发现河坝气田的石油人和周围
的老百姓，几乎清一色都戴着蓝色口罩，其疫情
防控意识非常强。

瞭望逶迤连绵的群山，层峦叠翠间几乎看不到
红叶，就连银杏树的黄叶也稀罕得很。陈河有一种
红，我更喜欢，甚至迷恋，叫桤木红，它的心和边材
均为淡红褐色。其实我真正想倾述的，是跟桤木树
朝夕相伴的红，叫正红，叫品红，也叫“石油红”。

二

说到“石油红”，二十年前的往事又蓦然再
现，我想起了 2001 年夏天在河坝 1井的情景。
河坝1井，坐落在陈河乡西浴溪村九组附近的夹

山上，夹涧流淌着清盈盈的溪水，当地老百姓叫
它清浴溪。清浴溪，为瓷竹林、青冈林、松树林等
千竹万木提供了生长的源头活水，也为河坝1井
打井钻探提供了丰沛的水源。

当时，出于马上要接管该井采输工作的考
虑，我想先去了解下情况，于是从川涪82井站驱
车前往此地。那时，陈河还没有桥，摇摇晃晃的
越野车驶过一排钢管搭成的漫水桥后，再沿着山
沟蜿蜒而上就到了河坝1井井场。当打开车门
时，我第一眼看见的，除了车尾滚滚而来的灰尘，
便是一棵孤零零、笔直的树。

它立于两节录井房之间的缝隙背后，大约有
十七八米高。我惊叹它的孤傲、挺拔和坚守！我
问前面身着红装的工人师傅，它叫什么树？黑脸
庞的汉子咧嘴一笑说：“俺也不知道，不知叫啥树
咧。”嗬，这浓浓的山东口音，跟二层平台上的字
义高度契合——胜利工程黄河钻井70126队。

井架顶端，竖立着一面五星红旗，正在迎风招
展猎猎作响。走过满是碎石铺就的井场，鞋底随
即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井队指导员崔顺利、平
台经理曹文学知晓我的来意后，分别介绍了相关
情况。他们对挑战世界级钻探难题信心满满，但
对如此复杂的地质构造、如此超高的地层压力、如
此高难的含硫气层钻探也是压力很大。离开河坝
1井时，我猛然发现录井房背后这棵在风中哗哗
作响的大树，与蓝天白云下的井架上下呼应，蔚为
壮观。我向当地人打听方知，它叫桤木树。

这棵静静守望的桤木树，在短短几年内，见
证了河坝1井喜获高产油气流的三次重大突破，
见证了西南油气分公司川北采输处一线员工披
星戴月突击建站的感人场景，见证了川东北采输
处采输六队等油建工人奋战河巴天然气管道工
程的历程。而这口中国石化南方勘探分公司布
置的超深探井，又像一棵根植于地球深处的拥有
6130米高度的桤木树，分别在嘉陵江组二段、飞
仙关组三段等层位上开花结果。

三

转眼间，二十年就过去了，可那棵哗哗作响

的桤木树还在吗？好奇的我不顾 6个多小时的
颠簸与劳累，马不停蹄地上了山。赶到河坝1井
时，天色已晚，但现场依然灯火通明。我的心里

“咯噔”了一下——那棵桤木树已经不在了。
我没有去询问树被砍掉的原因，或许是那棵

树过于高大，影响到现场安全；亦或许是桤木树的
生命一般只有十七八年，已经到了老去的时候。

轻轻拂去心头的失落，我把目光投向现场。
映入眼帘的是硫化氢一级管控区内的脱水撬，脱
水撬旁边有两名巡站工人，正背着沉甸甸的空气
呼吸器，戴着防毒面罩，巡站于红线以内。红线
以外的我，曾在元坝气田大坪中心站背过这些，
知道防毒面罩里的呲呲声和怦怦心跳的感觉。
他俩背负的这沉甸甸的设备，装载着生命的供给
和托峰举木的心志。巡站完毕，摘下防毒面罩，
汗津津的额头和脸颊早已凹凸不平，如同履带从
眼底碾过一样，叫人好生心疼。

他们一天24小时定点巡站，山上山下、林里
林外，背上空气呼吸器，在风向袋的呼啦声中边
走边看，完成一道又一道巡检流程。他们的身影
掩映在含硫气田中，却芬芳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
美好生活。

我突然意识到，当年的那棵桤木树的根脉和
种子还在，仍在荒山野岭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我看到了河坝 1井背山上那片郁郁葱葱
的桤木林。

四

第二天清晨，乳白色的浓雾笼罩着四周的群
峰，给人一种朦胧的诗意。不知名的山鸟已在咕
咕叫着，仿佛在召唤我们早点上山。顾及我的安
全和体力，两名巡管工决定改乘值班车上山，再
从山顶徒步巡管下山。

山路，是西南石油局投资修建的，当地人叫
它“石油路”或“石化路”。别小看这条山路，它可
是山里山外老百姓的致富路！

行驶半山中，我看见了心心念念的桤木树，
还有许多松树和青冈树，郁郁葱葱。穿过山肩云
雾，阳光金灿灿扑面而来，我们向阳而行，不久就
到了山巅处的河嘉 206H单井站。这座云端上
的单井站，仿佛天斧劈削而成，护坡护坎，60多
米的垂直高度，据说斜度达84度，接近直角。

我们下了车，走到井场外侧的悬崖上往下
看。崖下尽是连绵起伏的群峰，群峰下面是静静
涌动的云海，这晴光朗人的天空，让人“振翅欲
飞”。我们从桩号A01出发，以河嘉206站为起
点，巡管工李松、何相均师傅，分别背着应急逃生
呼吸器与工具包，边走边察看酸气管道的地面情
况。跟随其后的我，发现蓝天白云上的阳光从桤
树林的缝隙间斜射下来，形成一道道光柱，把他俩
的头盔和背影闪耀得光亮鲜红，显得格外俊美。

巡到桩号A03处，酸气管道两侧的桤木树更
加茂密高大，不知不觉中，我走向了喜光的它们，
如同老朋友相聚一样，我轻轻拍着它们，抚摸其灰
褐色平滑的树皮。被亲近的桤木树跟人似的，瞬
间战栗和喧哗起来，恍惚间，风在啸，鸟在叫，杜甫
在吟唱：“桤木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我错过桤木树开花的时节，但依稀可见桤树
果的形状，有点像黑褐色的桑葚果。可别小看这
桤木树，它可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呢。

参巡途中，听巡管师傅说，桤木树的嫩芽，可
以泡茶喝，还可以嚼碎后敷在伤口上止血疗伤。
桤木树生长快，三年即可绿树成荫。

临别河坝时，回望陈河倒班站公寓与新建的
员工食堂，眺望远方那片桤树林，摇曳的哗哗声仿
佛又在耳畔回响，哗哗哗过去，又哗哗哗过来……

◀河坝气田
鸟瞰图

刘淑石 摄

◀河坝气田开井现场 袁 鹏 摄

我真正想
倾述的，是跟
桤木树朝夕相
伴的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