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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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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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吴建建 文文//图图

■家庭相册

难读父亲

万卷书易懂， 一父难读。
父亲不是我理想中的父亲 ，

我心目中一直渴望有这样的父
亲， 他儒雅不失幽默， 健谈而又
彬彬有礼， 且书卷气十足， 可生
活中的父亲不善表达， 他沉默得
近乎冷漠， 但他一直是健壮的。
直到有一天， 在我不经意的一瞥
间， 忽然发现父亲老了。

那天， 在野菜花丛中， 父亲
捉到一只金龟子， 用线拴住那细
细的腿递给他的孙子。 父亲躬着
身， 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 很虔
诚。他那稀疏的头发有些白了，同
样发白的胡须直挺挺的很扎眼。
那一刻， 儿子手中一蹦一跳的金
龟子， 结结实实撞痛了我的心。

我熟悉它， 那是我童年的玩
物。 在春日绿色的原野上， 一个
男子在追逐着它。 它全身橙黄 ，
体态肥胖、 修长。 男子在野草丛
中左右开弓， 揪住它的翼翅后用
阔叶小心翼翼地包起来， 一路小
跑着回家。 他是我的父亲， 在那
困窘的年代， 那是他给儿子10岁
的 “生日礼物”。

我望着父亲憔悴的脸 ， 是
的，我内疚极了。 很久很久，我忘
记自己曾是多么依恋父亲 。 夏
天， 我缠着父亲带我去荒地上割
草。父亲正埋首劳作，抬首猛见天
空乌云翻滚， 顷刻之间豆大的雨
点便砸下来。 一望无际的荒野上
哪有避雨之所。 我被发怒的大自

然吓得浑身发抖。 父亲赶紧脱下
身上的土布褂子裹在我身上，并
将我紧紧搂在怀里。 那天我安然
无恙，父亲回去后却大病了一场。

十八岁那年， 我考上省城的
师范大学。 父亲送我到车站。 他
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背着鼓
鼓的行李包， 车后座坐着年轻力
壮的我。 本来我想让他坐我骑，
可他说什么也不肯，他怕累着我。
烈日下的他， 汗水顺着脸颊不住
地往下流，可他双手扶把不好擦，
我便掏出毛巾替他擦拭汗珠。 他
转过头朝我嘿嘿一笑 ， 仍然无
语。到车站后，父亲舍不得买一瓶
矿泉水喝， 为的是省几个钱， 好
再买一条毛巾和肥皂给我带上。

父亲就是这样用他无声的爱
呵护着我成长。 可长大的我却忽
略了父亲， 疏远了父亲。 父亲木
讷， 我也寡言。 在子女和很多世
人的眼中， 父爱和母爱是很不一
样的， 人们大声歌颂母爱， 母爱
是那么天然、 柔软和难忘， 而父
爱， 似乎有些生硬和晦涩， 没有
一定的阅历， 似乎就读不懂它。
我也是如此。 我和母亲在一起的
时候无话不谈 ， 和父亲在一起
时， 话却少得出奇。 人世沧桑，
生活维艰， 年近不惑的我， 经历
了许多事情后， 作为儿子， 似乎
现在才走近了父亲的心灵， 读懂
了他对儿子那大山般深沉的爱。

春去夏来， 寒暑易节。 我知
道父亲再也不会在绿色的田野上
捉那橙黄的金龟子给他的儿子
了。 但是， 父亲沉默的爱， 其实
从没离开过儿子的成长岁月， 哪
怕片刻。

好在， 我悟得还不算晚。

■“八小时约定”
征文选登

用档案
隔空对话
□□邢邢风风英英

□李庭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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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保安
大情义

■工友情怀

认识小保安李才锋， 还是在
2007年。

那年7月 ， 北京市保安服务
总公司选派了一批保安员到市自
来水集团， 负责公司及下属各单
位的安全保卫工作， 小李就是其
中之一 。 来到丰台营销分公司
后， 他工作积极， 踏实肯干， 不
久便当上了保安班的班长。

记得有一次， 他让我帮他用
电脑打一篇自己写的半年总结。
我不仅痛快地答应了， 而且还把
那篇不太通顺的总结给捋顺了。
他很高兴， 非要请我吃饭， 被我
婉言谢绝了。 打那以后， 只要看
到我， 小李便主动搭话， 并总想
帮我做点事儿。 一开始， 我以为
他是对我帮他改写总结的一种回
报。 但后来我发现， 他对周围的
任何人都是如此， 热情主动， 我
便对他亲近起来。 再后来， 我俩
成为了忘年交。

五年后， 分公司搬家了， 我
和小李见面的机会也就少多了，

但每次去分公司办事时， 我都要
去楼下的保安室看他。 我知道这
些年， 作为保安班长， 他在工作
上一直是兢兢业业 、 任劳任怨
的。 除此之外， 他还特别乐于助
人。 远的不说， 就讲讲今年4月
中旬的一件事儿吧。

丰台营销分公司有一位新参
加工作不久的女员工 ， 一天下
午， 她在上厕所时不慎将一条项
链掉入便池内。 这条项链价值约

4000元， 是她的心爱之物。 正当
这位姑娘为这件事情心烦意乱，
无从下手时， 得知此事的小李立
即赶来。 他判断项链不会掉得太
深， 很可能就掉在与下面楼层卫
生间管道的连接处。 于是， 他及
时跟楼内负责保洁的同事取得联
系， 一起用吸尘器将项链从污水
中抽了出来。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接到
了那位姑娘的一封表扬信。 信中

对他不怕脏不怕累 ， 关键时刻
给予慷慨的帮助和乐于助人的
精神表示敬意和感谢， 当我见到
他问及此事时 ， 他只笑笑说 ：
“没啥， 这事儿换谁见了也会帮
忙的。”

小李的家乡在河南省鹤壁
市， 父母和姐弟也都是土生土长
的农民 。 10年前 ， 他当兵复员
后， 便来到北京做保安员。 特别
是近１０年来， 在当保安班长的工
作中， 他以身作则， 在上级单位
数次的考核和检查中， 他们班的
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 。 与此同
时， 他本人也因工作突出， 多次
获得上级单位的嘉奖。

记得有一次， 我看到他的桌
子上放着两张红色的无偿献血
证， 他笑着对我说： “俺22岁就
来到北京当保安， 10年来， 我早
已把这里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了。 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出点
力， 献点血，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情， 这都不算啥。”

在燕化公司 ， 有那么一些
人， 他们天天和各种文件资料打
交道， 没有豪言壮语， 没有惊天
动地， 只是重复着每天的工作：
热情接待着查借阅者， 默默地做
着收集、 整理、 转递或档案电子
化的工作。 这就是一群普通而平
凡的档案管理人员。

外界有对档案管理人员的误
解———档案有啥事啊， 干档案多
清闲啊 ， 不就是保管些纸片片
吗。 如果您还这样认为， 您就大
错特错了！ 如果您见证了档案管
理中心的成立与发展， 经历了档
案搬家， 经历了陈旧档案的电子
化 （扫描、 录入与导入档案管理
系统）， 您还会这样说吗？ 我可
以负责任地告诉您， 单单档案搬
家这一件事， 就可以说， 档案工
作人员都是好样的。

亲身经历了那种紧张而高效
的档案打捆、 装车、 卸车与重新
整理、 档案归库上架的过程， 见
证了大家热火朝天、 自力更生、
齐心协力的场面， 目睹了这个女
多男少、 老多少少的单位， 在需
要拼体力的时候， 几名男同志铆
足劲儿冲锋在前， 肩扛背抬毫不
惜力， 女同志们没有了昔日的温
婉柔弱， 打捆打包毫不松懈， 挥
汗如雨。

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季 ， 员
工汗透衣衫 ， 工装上衣被汗水
湿透， 一拧都出水。 赶上大雨 ，
大 家 在 雨 中 借 助 地 势 装 车 ，
保护着每一盒档案不被雨水淋
湿， 而全然不顾全身已经被雨水
淋湿……

这一幕幕场景， 一次次浮现
在眼前， 就是这些平凡而普通的
档案人员 ， 在自己平凡的岗位
上， 用行动印证着对于爱岗敬业
的理解， 用行动诠释着尽职尽责
的精神。

档案工作凝聚着几代档案人
的心血， 翻阅着三四十年前的档
案， 看到当年档案人员收集整理
的卷宗， 从那认认真真、 仔仔细
细的字里行间， 你能看出当年档
案工作人员的严谨、 执着、 爱岗
与敬业。

那些经年的文件或用钢笔
写就或印刷或打印， 透过那些
字迹， 仿佛看到不同年代的档案
工作人员娴熟地整理、 编辑着文
件资料， 仿佛能感受到老一代档
案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行动传达着
的谆谆教诲： “用心做好自己的
工作”。

是啊， “用心工作 ”。 隔空
相望， 是灵魂的交流， 是敬业者
灵魂的对话， 是我的工作我负责
的承诺， 是一代代人的传承。 工
作着， 忘却了尘螨带来的各种身
体不适， 工作着， 忘却了世事的
纷扰， 关注的是文件是否齐全，
管理系统内外是否一致， 是否方
便了使用者……

劳动者是美丽的 ， 无论工
种， 不分种族， 无关年龄， 不论
性别， 更无关收入。 劳动者辛苦
也快乐， 繁忙如工蚁， 每天重复
着整理、 核对、 查阅等等貌似相
同的工作， 面对着不同的文件内
容， 克服着种种困难， 解决着不
同的问题，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
价值， 打拼着自己的天地， 享受
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那一年我们二十啷当岁， 刚
从乡下来到城市寄居。 在陌生的
高楼里尝遍了举目无亲的滋味，
尝遍了乡愁的缠绕， 我们的内心
都干旱得像跳上了滩岸的鱼， 这
时， 一份友情的盟约， 如同庄稼
的活水， 咕咕地灌溉着枯萎的根
茎。四个志趣相投、性情相近的年
轻人，因为同读一间大学，共聚一
个班，而成了无话不说的密友。

在相聚一段时间后 ，忽有人
提议， 古有刘关张桃园结义， 今
为何不再来一段佳话？ 大家一致
赞同。

择日起程， 选择离校十里的
北领山山顶 ， 那片没有人间烟
火、 肃穆如天堂的 赤 岩 石 地 ，
作为结义拜祭仪式的场所。 我
们在高得接近天堂的山顶上举杯
豪饮，为青春、为人生、为友谊喝
彩 。 风大如席 ，卷起我们的长
发，扯走我们的吆喝。山花的香气
和着啤酒汽水的 汁 液 ，挥 散 在
天堂里 ， 激荡出一种青春岁月
的豪气。

四年后， 我们依依惜别了校

园， 离开了日常欢歌笑语的兄弟
们， 各奔前程去了。

三十年后， 我们又重聚于故
乡的祠堂 ， 昔日贫瘦青涩的少
年， 已成臃肿大肚的中年， 岁月
不饶人， 唯老迈的心怀， 依旧记
挂着那些青春期结下的情谊。

无情的时间将有情的兄弟，
都打磨成了社会栋梁。 虽然普遍
经历了下岗之痛， 但我们都从绝
地中重新站立了起来。

四兄弟中我年龄最大， 在国
企下岗后外出打工， 现已成了一
个资深模具工程师； 老二原是国
企陶瓷机械厂工程师， 下岗后在
一家私营的陶瓷机械厂担任首席
设计师； 老三原是一家国营微粒
板厂的厂长， 单位转制后去了招
商局任局长， 现在满世界地跑 ；
老四原在一家国营家具厂任车
间主任， 下岗后去了深圳， 经历
了打工 、 下海的过程 ， 商海搏
击， 而今， 已是初具规模公司的
老板了。

曾经结义的四兄弟， 四种风
采各异的精彩人生！

■青春岁月

结结义义四四兄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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