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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传奇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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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自从我30年前到外地参加工
作， 父亲便成为天气预报的铁杆
“粉丝 ”。 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 后的天气预报是他
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

父亲收看天气预报， 除了关
心本地天气外， 格外关心我所在
地区的情况。 刚开始， 家里未装
电话， 没办法根据天气变化及时
提醒， 只有等我每月放假回家，
父亲才来个 “月小结” 和 “月计
划 ”。 天冷了 ， 询 问 被 子 薄 不
薄 ， 宿舍有无取暖器 ， 叮嘱上
班穿暖和点； 天热了， 要求多吃
水果、 蔬菜， 预防中暑等等。 收
假回单位前 ， 根据下月天气趋
势， 吩咐我妈预备我下一阶段的
衣物。 有了电话后， 每逢天气剧
烈变化， 父亲常第一时间给我发
布预警信息。

2008年初， 全国遭遇大范围
冰雪天气， 道路交通受阻。 1月
22日， 我出差从山西乘长途汽车
回湖北。 头一天没买到车票， 第
二天 ， 汽车为回避太 （原 ） 长

（治 ） 高速公路的陡坡和积雪 ，
绕道河北石家庄。 我自单位出发
到回家 ， 前后历经三天 。 此过
程， 父亲打电话唠叨了不少。 事
后听妈妈说， 爸爸那几天晚上看
了天气预报后， 一直没睡好觉，
常半夜起来到阳台看天色， 直到
我平安到家为止。

由于我 “流浪” 的许多地方
父亲不熟悉， 他便买来全国地图
挂在家里， 边看天气预报边看地
图， 通过山川地形来了解当地气
候和变化。 有了地图， 他也可查
看来去交通线路， 提醒我路上的

注意事项。
30年来， 父亲通过天气预报

和地图， “漫游” 了我工作过的
每个地区。 由于打工没挣到多少
钱， 我只在2004年接父母到我当
时工作的杭州市游玩了一周， 实
地查看了他天天关注的 “我的 ”
城市。 其他地区， 父亲的记忆仅
仅停留在荧屏与地图上。

如今， 女儿长大成人， 到外
地学习、 工作。 父亲关心天气预
报的习惯 “遗传” 给了我。 我也
像父亲一样密切关注女儿生活地
区的天气变化 。 比父亲先进的
是， 我手机定位了女儿工作地的
天气预报， 可以随时接收气象动
态， 冬季冰雪， 春天沙尘， 夏日
雷雨， 秋季雾霾， 我经常通过电
话、 微信等提醒女儿添衣保暖，
注意天气变化。

云端上的爱， 既有无奈， 又
多少弥补了无法相守的遗憾。 但
愿女儿别像我当初一样嫌爸爸唠
叨。 也许只有为人父为人母， 才
知父母的唠叨也是爱。

□朱宜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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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金花阀阀上开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李老师的小尾巴
□□赵赵凤凤霞霞

■工友情怀

头戴一顶工作帽， 身穿一袭
墨蓝色的工作服， 腰间系着浅灰
色的围裙。 这一身的行头， 就是
金花给人的第一印象。 在进一步
接触中 ， 你会发现还未开口说
话， 笑容就已经绽放在她脸上。

金花是一名内制动钳工。 中
专毕业后一直从事着制动阀的检
修工作。 当时体重还不足100斤
的她， 120型控制阀就重达40斤，
铸铁的高达60多斤。 还有更让人
头疼的， 120型控制阀光配件将
近100个， 检修标准多得更是让
人难以掌握。

因为专业对口， 金花顺理成
章地分配到了制动室检修车间。
很多好心人劝她，走走关系，调一
个相对轻松的岗位。 可金花是车
辆专业的中专生，当时阀体改造，
各种相关的检修规章不完善， 最
关键的滑阀研磨又不规范， 没有
人具体指导如何操作， 仅凭学到
的那点知识， 就成了她坚持下来
的唯一的理由， 有种临危受命之
感， 又怎能成了不战自屈的败兵
之将呢？ 没有人知道， 其实在她
看似柔弱的外表下， 骨子里埋着
更深的坚韧 ， 她一定要干出样
子， 就这样一干就是二十年。

她从实操经验为零的基础开
始学习， 最终成长为人人羡慕的
高级技师。

阀体配件的拆卸、 组装， 这

是首要的工作任务， 每天不厌其
烦地都要拆装上千遍 ， 直到盲
拆、 盲装一丝不差； 然后理清滑
阀各种位置的通路， 知晓每个零
部件是在充气和保压下如何动作
的； 相关零部件的损耗会导致哪
些故障的发生。 因为阀体改造刚
刚开始， 很多老师傅也是老虎吃
天， 无从下口， 出了故障一脸的
茫然。 金花就请教中专老师， 或
联系车辆厂的技术人员， 耐心细
致地学习。 发生的每个故障， 她
都要认真地记录下来， 然后亲手
试验 。 遇到疑难问题 ， 再次请
教。 经常是因为滑阀研磨问题会
研究上几天， 甚至十几天， 直到
试验全部合格。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这样，
经过反反复复地磨练， 金花的检
修技术得到迅速提高， 并在后来
的技术表演赛中， 多次获得个人
第一的好成绩。

为了把滑阀研磨以及故障的
处理方法等相关知识传授给职
工 ， 她编制了滑阀研磨的顺口
溜：“先粗（砂）后细（砂）铅铸台，
油石放稳一字开， 身平脚稳力不
偏， 不急不缓优品来。” 这样一
来， 职工的业务素质提高了， 检
修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如今， 这个未开口说话， 笑
容就已经绽放在脸上的金花， 早
已成为制动室的顶梁柱了。

李秋云老师是我校聋儿教学
部资深的数学教师， 也是一名党
龄较长的老党员， 一直战斗在课
堂教学的第一线， 现任两个聋班
的数学教学工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李
老师身后总是跟着一条 “小尾
巴”， 她的名字叫吕嘉琪 (化名)。
吕嘉琪是聋二班的一名后进生，
虽然有残余听力， 但智力水平较
低， 平时又比较贪玩， 课堂上注
意力不集中 ， 导致学习成绩较
差。 令所有的任课教师都非常头
疼。 李老师本着 “一切为了学生
更好的发展， 不让任何一个学生
掉队” 的工作原则， 时刻关注这
朵迟开的小花。

课堂上开展分层教学， 李老

师总会单独给这条 “小尾巴” 设
计教学目标。 每当从班级门口经
过， 都可以听到高亢而又有激情
的 声 音 ： “吕 嘉 琪 你 说 说 。 ”
“吕嘉琪注意看这儿！” “吕嘉琪
你来做这道题。” 李老师还十分
注重利用吕嘉琪的残余听力的优
势， 尽可能地应用口语教学， 来
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

课间十分钟这个时间段， 李
老师也常常不放过， 一边在楼道
和学生游戏 ， 一边向吕嘉琪提
问 ， 检查她数学知识的掌握情
况， 巧妙地进行指导。

在办公室也经常可以看到吕
嘉琪的身影， 不是趴在李老师的
办公桌上写作业 ， 就是背诵口
诀； 不是改错题就是复述解题过

程。 每每还会收获到美食奖励，
让被动的追随变为主动。

在上操排队去操场的路上 ，
去饭厅吃饭的路上， 社会大课堂
的过程中……总会看到吕嘉琪追
着李老师， 李老师带着吕嘉琪的
身影。 所以大家都称之为 “李老
师的小尾巴”。

李秋云老师对待其他学生也
是一样的认真负责， 放弃了自己
大量的休息时间， 一心扑在这些
残疾孩子的身上。 为他们的问题
着急， 为他们的成绩开心， 为他
们的成长欣慰， 兢兢业业地为他
们铺好每一块垫脚石。

李老师是我们身边党员教师
的典范， 她没用浮夸的语言塑造
优秀党员的光环， 而是用自己的
一言一行履行着党员的责任和义
务。 我想我们每一位党员教师身
后多带一条、 两条这样的 “小尾
巴”，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 将是
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的父亲是一位老中医。 如
今90岁高龄， 耳聪目明， 仍坚持
义诊， 为乡邻诊治疑难杂症。

父亲出身贫寒 ， 听奶奶讲 ，
当年集全家之力， 才供得起父亲
读书。 父亲六岁读私塾， 十二岁
去中医堂当学徒， 十八岁就出师
挂牌， 行医至今。

父亲行医， 慈善为本， 左邻
右舍一时钱不凑手， 赊账是常有
的事。 无数次， 父亲都是主动垫
付药费， 去救治那些无力支付药
资的病人。 父亲有一个小木箱，
里面全是病人的欠条， 合计有五
万多元。 欠条最早可追溯到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 ， 最晚的到 2000
年； 欠条钱数小到5分钱， 大到
三五百元。 虽然我家也不富裕，
但父亲从不去要账， 也不许别人
去要账。 父亲说， 每一张欠条的
背后， 都有一个或悲伤或感人的
故事。 父亲嘱咐哥哥们， 百年之

后， 将欠条全部烧掉， 也算是他
对病人们一个最好的交待。

父亲用自己的言行诠释着医
者仁心， 所以在乡邻中赢得了很
高的声誉。 听母亲讲， 有一年年
关将近， 父亲抢救病人， 凌晨两
点多钟才往家赶， 半道上遇着强
盗拦路抢劫。 父亲不慌不忙， 淡
定地说： “我是李大夫， 在外面
抢救病人， 口袋没装钱啊。” 强
盗一听是父亲， 连忙摆手示意让
父亲快走。 父亲还没走几步远，
强盗跑得比父亲还快， 一溜烟无
影无踪了。

其实， 那天父亲身上是装着
巨款的， 是为二哥结婚筹集的。
如果强盗搜身， 后果不堪设想 。
但强盗愣是没有动父亲一根毫
毛， 母亲猜测， 一定是父亲救人
无数， 那强盗也在被救之列， 所
以才不忍下手， 但又怕被父亲认
出来尴尬， 干脆一逃了之。

危难时逢凶化吉， 全缘于父
亲平日行医的功德和有口皆碑的
医德。 父亲行医， 不计得失， 一
切以病人为重。 有一年， 邻镇村
子有一位产妇难产， 那年代乡村
医疗条件奇差， 眼看着产妇失血
过多而生命危垂。 她的家人找到
父亲， 非让父亲过去救命。 父亲
的徒弟力劝父亲不要去， 因产妇
命悬一线， 中医又远水解不了近
渴， 怕有闪失， 反倒坏了父亲一
世英名。 可父亲二话不说， 背起
急诊箱就走。 通过诊脉、 银针点
穴、 巧用奇药， 终于将产妇从死
神手里抢救回来， 母子平安。 产
妇家人感激不尽， 将一根红线缝
在父亲衣服上， 意思是让婴儿认
救星为义父。 父亲满心欢喜， 认
下了这个孩子。 父亲一生收义子
义女五十多个， 全都是父亲从死
神手里抢救回来的孩子。

无论救治了多危重的病人，
父亲也不曾收礼。家乡盛产苹果，
为了让病人家属心安， 父亲只会
接过乡邻带来的自家产的几个苹
果，因此，父亲的诊室时常堆满苹
果。 我常笑着对父亲说，昔有“杏
林春暖”，今有苹果满屋，你这屋
子里满满的都是爱啊！

父亲笑了， 那笑容里溢满岁
月的光辉和睿智。

□□王王国国军军 文文//图图

云端上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