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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傅来传艺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李宝昌的“带班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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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那天， 我翻出拍摄于1985年
的这幅老照片， 想起北京师傅来
我厂传艺的故事。

当时， 北京糕点四厂、 北京
四春食品厂拟与我所在的国营红
山机械厂商业处糕点厂联营， 在
山西建立分厂， 生产具有北京风
味的老字号糕点。 喜讯传开， 厂
里男女老少都很得意： “这下咱
们可是能吃上北京的糕点了！”

不久， 糕点师傅就千里迢迢
地从北京来到我们厂传艺。 在欢
迎的人群中， 除了厂领导， 最开
心的就是我们这些迫不及待想要
拜师学艺的家属工了， 因为我们
刚刚 “农转非”， 以后就能上班
挣钱养家了； 更重要的是， 我们
终于能学会一门手艺， 体现自己
的价值了。

记得有一天晚上， 丈夫见我

兴冲冲地下夜班回家， 就问我：
“有啥个喜事呢？ 看把你给高兴
的。” 我向丈夫报喜： “从北京
来的师傅， 已经收下我这个河南
妹子当徒弟了！ 你说我能不高兴
吗？” 接着， 我就如数家珍地向
丈夫介绍起北京师傅对我的好
来： “我做梦也没想到， 从首都
北京来的师傅，他们是那么随和，
那么热情，一点架子也没有，真把
我当成他们的亲妹子了， 在师傅
们的无私传授和亲切的鼓励下，
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好糕点师的！”
后来， 我从师傅手里学到的这些
“一招鲜” 的手艺， 真的让我在
人生路上 “吃遍天”。

几十年过去了， 我和老姐妹
们还在感念着这些从北京来我厂
传艺的师傅们， 也常念叨起当年
的师徒情深。

提起燕山石化橡胶厂MTBE
装置化工一班班长李宝昌， 大家
最佩服的就是他的 “带班术 ”。
平时看上去瘦瘦弱弱 ， 慢慢悠
悠 ， 甚至不善言谈的他 ， 带起
“兵” 来却有着独到之处。

化工一班永远都保持着轻松
的工作氛围。 李宝昌长期在脸上
挂着招牌式的 “傻笑”， 他坚信
并非严厉才能带出好集体。 一句
小笑话， 一个怪表情， 一阵坏笑
声， 他和班里的年轻人 “打” 成
一片， 在活跃的气氛中尽情挥洒
着火一般的工作热情。

MTBE岗位分为合成 、 1号
裂解、 2号裂解三套装置。 按理
说哪套装置不平稳， 哪个岗位的
人就会很忙碌。 但在化工一班，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的事从不
会发生。 室内、 室外无论哪儿忙
都有自家援兵相助， 齐心攻克，
团结一致保证安全生产。

李宝昌除了平时做好带班本
职工作， 掌握当班安全稳定生产
外， 还会自觉地当好班中的 “勤
杂工”。 什么收发胸卡、 打扫室
内外卫生、 机泵日常清理， 他都
一概包圆。 用他的话讲： “要用
我的服务让班员毫无后顾之忧地
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别看李宝昌平时爱开玩笑，
可关键时刻真没二话 。 还记得
2012年7月21日 ， 大暴雨来袭 ，
化工一班在他的带领下坚守工作
岗位， 确保了装置稳定运行。

从当天14点接班起， 大雨时
强时弱， 温度、 蒸汽、 压力， 各

套装置所有系统参数都随之波
动， 报警声此起彼伏。 化一班组
每名职工都全神贯注 ， 备战暴
雨。 19点50分， 1号裂解精异丁
烯FI-218突然无量， 李班长带领
班组人员立即冒雨赶到现场查流
程， 找原因。 联系罐区、 降量、
返料试线， 时间分秒地过去， 班
组人员在暴雨中奋战 。 21点35
分， 李宝昌查出罐区精异丁烯收
料阀故障， 而此时1号裂解精异
丁烯罐满， 厂领导指令裂解停车
循环， 停进料， 关中压蒸汽……
经过室外人员冒雨抢修， 阀门故
障排除， 装置试线并开车投料，
各系统恢复正常。

一个班组如果只知道上班闷
头工作， 下班直接回家， 那就缺
少了生机。 李宝昌总是想尽办法
调动班组里的积极性， 让大家除
了上班外， 还能有几个共同话题
和爱好。 于是， 李宝昌就利用业
余时间向班员推荐金银币收藏，
带领大家去乡下烤鱼小聚， 建立
微信互通信息等， 丰富多彩的业
余生活让班组职工成为了无话不
谈的朋友。

李班长用他的“法宝招数”将
班组管理得井井有条。 化工一班
职工也都十分佩服这位有时带点
“蔫儿坏”的老班长， 是他的努力
才把大家拉得更近， 让班里每个
人对这个集体都有了家的感觉。
大家坚信无论带班的妙招如何更
新， 班中班员如何变换， 唯一不
变的是李宝昌那勇于创新的开拓
精神和点滴入微的带班理念。

1959年春天， 奶奶撇下三个
未成年的儿女， 撒手人寰。 那一
年， 父亲年仅九岁。 一屋子人都
在嚎啕大哭， 唯有父亲没掉一滴
眼泪，他只是紧紧攥着拳头，奶奶
在世时常说，男娃流血不流泪，天
大的委屈也要往肚子里咽。

爷爷身体也不硬朗， 父亲稚
嫩的手过早地握起了农具。 父亲
脑子灵光， 学什么会什么， 虽然
爷爷家穷得四面墙都漏风， 父亲
夏天缺单衣， 冬天缺棉衣， 但母
亲却义无反顾地跟了他， 那一年
父亲18岁。

父母先后生了我和两个弟
弟。 父亲没白没黑的劳作， 只为
把我们培养成才。 1982年夏天，
父亲在维修拖拉机时， 一只轮胎
突然爆炸， 飞起来的碎片炸伤
父亲的前胸后 背 及 半侧脸颊 。
身体还未养好的父亲， 又在一次
维修车底时， 被拆卸中的车大梁
压折三根肋骨。 但父亲从未停止
过劳动， 他说只要手还能动， 他
就能挣钱养活我们， 让我们成人
成才。

我们姐弟三人都不爱学习 ，
像三头犟驴， 凡事爱和父母拧着
干。 父亲想让大弟去当兵， 但大
弟视力没过关。 二弟18岁那年，
父亲又想把他送去部队， 二弟死
活不去， 就想在家跟着父亲学开
拖拉机。 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第一次重重打在二弟后背上， 二
弟终于在 “家暴” 面前低了头，
答应去当兵。

那天父亲去车站送二弟， 火
车开动前， 一向和父亲对着干的
二弟对父亲说出了心里话， 他不
想去当兵， 不是不喜欢军营， 而
是担心他去了部队， 不能替父亲
分担家庭重担。 父亲多次受伤，
身体不能再从事高强度的劳作，
该让儿子接过养家的担子， 他好
休息一下。 父亲笑了笑， 用手握
了握二弟的手， 说， 臭小子， 别
看老子一把年纪了， 论力气你可
不是对手， 瞧， 手被握疼了吧。

二弟上了火车， 挤到车窗前
向我们挥手， 父亲没有回应他，
转身快步离开了火车站， 那天我
看到父亲眼角泛红， 父亲第一次
流下了眼泪。 我问他， 是不是心
疼二弟， 舍不得他离开自己， 父
亲说 ， 不是 ， 是刚才二弟那番
话。 他说， 混小子长大了。

父亲， 只是庄稼人中的一名
匠人。 他的手， 握过手扶拖拉机
的摇柄， 握过汽车方向盘， 也无
偿帮助他人修理过发动机的疑难
杂症， 并为此得到过赞誉无数。
当然， 这双手也没少捋顺我们的
反骨， 父亲双手里不仅握着责任
还有满满的爱。

■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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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
考上大学 ， 是很多人的梦

想。 没有考上， 也可以通过各
种途径实现自己的目标与理想。

当年 ， 我和许多失意的考
生一样， 没有考上大学。 由于
家庭的原因， 我不能和其他同
学那样再一次回到学校复习 。
一下子从学习紧张的学校 ， 被
抛到了那空旷而寂寞的农村 。
一时难以接受， 特别是在精神
上。 那种失落感和遗弃感令人
沮丧； 每天晚上一个人静静地
躺在床上， 无名的孤独和寂寞
让人害怕。 整日生活在迷茫和
困惑之中。

白天 ， 我用繁重的农活来
驱赶孤独。 晚上， 用大量的阅
读来挤占那漫长的黑夜。 刚开
始， 我对自己其实是带有惩罚
性的。 谁知道在阅读的过程中，
我却慢慢地被这些中外名著所
征服。

灵魂与灵魂的碰撞 ， 使我
愁苦的心灵得到了净化。 心中
的乌云慢慢被驱散， 我从迷茫
和困惑中一步步走出来， 渐渐
发现， 自己也想写作。

我 开 始 拿 起 笔 ， 讴 歌 身
边那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试探
性的把稿件投递到当时的县广
播站。 谁知道， 处女作就这样
发表了。 乡里乡亲听到这个消
息， 第一时间前来报喜。 当时
喜悦的心情， 绝不亚于今天的

中彩票。
为采访护林员的先进事迹，

我冒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 ，
穿越在高山丛林之间。 回来的
路上， 在一片白雪皑皑的山林
中， 我迷失了方向， 在寻觅中
不慎滑下山坡。

几十年来 ， 我走南闯北 。
曾经当过教师、 政府职员、 市
场管理员、 商人等几十个工种。
并且， 先后进过矿山、 背过矿
石、 下过井、 当过建筑工……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 我弃
农经商 。 从本地的小本生意 ，
逐渐地发展到今天的小有规模。
事业上的梦想也一步步得到了
实现。

社会是一所没有教室的大
学， 实习就是学习， 学习就是
演出， 演出就是直播， 从来没
有彩排的机会。 虽然残酷， 但
却锻炼和考验了自己。

回 顾 我 的 历 程 ， 一 路 坎
坎坷坷地走来。 可谓是有苦也
有甜。 我的部分同学经过多年
的复习 ， 实 现 了 他 们 的 大 学
梦 ， 但 这 毕 竟 是 凤 毛 麟 角 。
我虽然也没有考上大学， 却在
社会这所大学里， 收获了丰富
的知识和阅历， 也从中得到了
它的馈赠。

大学的校门固然令人向往，
可社会这所大学， 也是走向成
功的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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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有双不老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