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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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乡下看望母亲， 看到母亲
还在田里忙碌着 ， 不禁心生埋
怨。 已是九十高龄的母亲一个人
生活在乡下， 我多次劝说母亲到
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 可母亲总
说乡下生活习惯了， 到了城里生
活不习惯。 执拗不过， 只好由着
母亲。 不过母亲毕竟岁数大了，
让我多了一份牵挂和不安。

母亲看到我回来 ， 满是欢
喜， 她赶紧从地上摘下几根新鲜
的黄瓜递给我。 我有些嗔怪道 ：
“妈， 您这么大岁数了， 怎么还
到地里干活？”

母亲诙谐地笑道 ： “忙惯
了， 闲不住！ 你别说， 这人一忙
起来， 就浑身是劲， 就像是一天
到晚游泳的鱼， 一刻也没有停止
过游泳， 一旦停止了游泳， 这鱼
恐怕就鱼肚朝上了。”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我感
到母亲说这话很幽默 ， 并有情
趣， 一下将鱼的特性说得既形象

又具体， 令人忍俊不禁。 这鱼可
不是整天都在水里游泳， 就是在
睡觉时 ， 也不时摆动着几下鱼
尾， 张几下嘴， 冒几个泡。 我观
察过， 家里鱼缸里养的那几条金
鱼， 就是这个样子的。 而母亲将

自己比喻成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一下触动了我内心的柔软 。 是
啊， 母亲一生几乎从没有停止过
劳作， 就是九十高龄了， 仍然每
天在田间地头劳作。 劳作， 几乎
贯穿着母亲整个一生。

记得那时我大约七八岁的年
龄。 有一次母亲生病， 母亲刚从
村卫生所输液回来， 马上拿着农
具又到田里忙去了。 我发现了，
追了上去 ， 拉住母亲的手说 ：
“医生说您要躺在床上休息几天，
您怎么刚回来就去干活了？” 母
亲故作轻松地说： “别听医生说
得那么严重 ， 我的身体我最了
解， 只要在农田里一忙碌， 就什
么病也没有了。”

我似乎明白母亲为什么一直
把自己比喻成一天到晚游泳的
鱼， 无论什么时候， 她都没有停
止过劳作， 劳作， 是流淌在母亲
血液里的一种精神和力量。 这种
精神和力量， 在母亲心里， 始终
激起火一样的激情， 一刻也不会
熄灭。

我忽然发现 ， 我似乎也变
成 了 一 条 一 天到晚游泳的鱼 ，
有一种火一样的激情， 一刻也不
会熄灭。

■家庭相册

□陆颖 文/图

成长的爱

我家姐妹三个 ， 两个弟弟 。
父亲年轻时长得很俊朗， 为人谦
和， 很有些绅士派头。 记忆里自
小家里规矩就多， 对我们管教严
厉 。 现在我们兄弟姊妹年过半
百， 个个都是懂规矩， 知好歹，
会感恩的人。

小时候因为家教严格， 我们
没少挨罚。 记忆犹新的一次是我
七岁那年遇上灾荒年 ， 食物匮
乏。 住在马路边前排房子的李大
爷会种菜， 跟我父母打了招呼，
就在我家房前空地上开了一块
地， 种上了胡萝卜。 我和妹妹天
天搬着小木凳子静静地坐在地边
儿上看着， 看着胡萝卜一点点长
出嫩绿的叶子， 橘黄色的萝卜冒
出土壤。 那时， 我刚上一年级，
有一天， 我自作主张拔了两个
胡 萝 卜 ， 摆 在 家 里的餐桌上 ，
那天满屋子都散发着胡萝卜的香
气， 妹妹眼睛亮亮地看着。 姐姐
说： “我们不能吃， 要等爸爸妈
妈回来……”

傍晚 ， 爸妈先后下班回家 ，
一眼看见端端正正摆在桌子上的
胡萝卜， 父亲问这胡萝卜哪里来
的？ 我低着头， 怯怯地说是我在
咱家房前李大爷的地里拔来的。
父亲转过头来对母亲说， 你带着
孩子到李大哥家道个歉， 把胡萝
卜给人家送回去。 我明白父亲的

意思， 因为他常说 ， 做错了事
要改正 。 不改过是最愚蠢的 。
记得回到家里时 ， 父亲因为我
不撒谎、 敢于认错， 奖了我一小
块糖。

后来， 我们逐渐长大了， 上
世纪80年代， 我们姊妹几个先后
结婚、 成家、 生小孩， 父亲给我
们每家订了 《父母必读》， 让我
们做个好父母。 想到父亲用心之
致， 我们受益匪浅， 在培养孩子
方面少走了许多弯路， 至今感慨
万千。

令人更难以忘怀的是父亲的
开明 。 早年父亲与母亲便商量
好， 二老谢世后， 要学习周总理
夫妇， 将遗体火化后进行海葬。
当时， 母亲诙谐地说： “我们劳
碌一辈子了， 很少旅行也无怨无
悔， 死后你们把我们的骨灰撒入
大海 ， 我们无牵无挂玩去了 。”
父亲听得直点头， 笑着补充道：
“你们姐弟五个都很孝顺， 今后
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也不给孙
子、 外孙子添麻烦。” 如今， 我
每每来到海边 ， 看到一朵朵浪
花， 心中都会有一种感动， 仿佛
那就是父母对我的微笑……

如果说 ， 一个人真正的快
乐 ， 莫过于儿时遇上一对好家
长， 一个好父亲。 我想， 我们确
确实实是遇上了。

六年前高考结束后， 我不负
众望考上了心仪大学， 全家都很
高兴。 我趁机要爸爸兑现带我自
驾去内蒙古玩的承诺， 爸爸一口
答应。 可我等了整整两个星期也
没有任何动静。

我急了， 抱怨爸爸说话不算
话。 没想到爸爸对我说： “你已
经满18岁了， 是个大人了。 这次
旅行， 我只负责开车， 你来安排
时间和路线 ， 由你带我们出去
玩 。 ” 我 慌 了 ， 央 求 爸 爸 道 ：
“爸爸， 我什么都不懂， 这么远
的旅行你让我准备， 我真的来不
了啊 。” 爸爸回答得倒挺干脆 ：
“要是觉得自己不行， 就别去了，
不过你可不能怪老爸食言。”

没办法，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
想， 我开始临时恶补自驾上内蒙
古游玩的各种注意事项， 学着网

上订酒店，学着使用汽车导航。
临出发的那天， 爸妈早早下

楼在车里等我， 而我还在细细检
查行李，生怕有什么遗漏。

怀着激动与忐忑的心情我们
踏上了路途。 这时， 爸爸连我心
底最后的一点幻想也给浇灭了。
本来想他只是说说而已， 还能一
点不帮我啊。 没想到， 一路上他
和妈妈真的除了玩什么也不管。
甚至在我们的车子被导航到一个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时， 他
也只是悠闲地抽着烟， 任我摆弄
导航仪弄得满头大汗， 他都不看
一眼。 甚至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
想帮我， 也被他阻止了。 还好一
辆当地的汽车经过， 我赶紧拦下
来， 问清了路， 最后才找到我们
的旅馆。

每到一个地方， 我还要负责

找到最好玩的游玩景点和最地道
的美食， 要和旅途中形形色色的
人打交道， 我这个见到陌生人就
脸红的高中小女生， 最后竟然能
在一位当地老乡的盛情邀请下，
喝光了满满一碗的马奶酒。

那真是让我记忆深刻的一次
旅行。 虽然很累， 但是感觉自己
每一天都在变化， 都在成长。 旅
行结束回到家后， 每一个见到我
的人都说我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不再是柔弱的小女生， 而是真正
变成大人了。

从此以后， 无论是学业还是
工作、 生活我都安排得很好， 偶
尔遇到困难， 我也能够坚强而又
勇敢地面对 。 而随着年龄的增
长， 我也明白了父亲的爱， 幼鸟
终有一天要离开父母的羽翼， 独
自去搏击生活的长空， 这种爱就
叫成长！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别样的人生
□□王王平平

■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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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情深

王振永， 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
一个兢兢业业的医生。 在年轻人
为工作压力而叫苦连天的时候，
他却谱写出一种不一样的人生。

王医生辛苦工作40余年， 说
起医生 ， 礼贤镇的百姓无人不
知、 无人不晓， 而且不论谁说起
他， 都会翘起大拇指， 啧啧称赞
一番。 具体啥情况， 且听我慢慢
道来。

王医生是标准的50后， 镇里
的卫生院自他来之后， 就慢慢变
得红火起来， 来看病问药的人络
绎不绝， 远至魏善庄、 安定， 近
到龙头、 西里河， 方圆二十多里
的百姓都慕名而来， 问他们图啥
呀？ 不就是图这有个好医生嘛！

乡镇级卫生院不像大的县级
医院， 有严格的上下班制度， 这
里的工作完全凭自觉， 王医生自
1970年来卫生院工作以来， 每天
都严格遵守上下班制度， 从不迟

到早退。 开始时基层医院人手严
重缺乏， 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他都
是住在卫生院里的。 用他自己的
话来说： “作为一名党员， 我应
该更严格要求自己， 老百姓这么
信任我， 就更不能放松对自己的
要求， 再说了， 总不能让生病的
老百姓看急诊找不到医生吧。”

礼贤镇一个中心的卫生院 ，
每天的接待量也要达到30-50人，
特别是村里的老爷爷、 老奶奶，
没事就过来量量血压 、 查查血
糖， 再没事就找小伙子聊聊天
什么的 ， 王医生总是不厌其烦、
热情招待， 递上一杯热水， 和老
人们拉拉家常、 嘘寒问暖， 当地
的老人多半自己在农村， 儿女不
常在家 ， 看到热情的王振永医
生 ， 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一
样， 有时甚至感觉比自己的儿女
还要亲。

王医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

医生， 村里的百姓病倒了， 通常
只要一个电话 ， 不论多晚 、 多
远， 他总是二话不说， 马上上门
服务 。 去年礼贤镇村民黄莲生
（化名） 半夜突发心脏病， 王医
生接到电话后立即赶过去了， 终
于在病情进一步恶化前把救命药
送到病人手里。 今年上半年小马
坊村民陈山 （化名 ） 半夜发急
病， 王医生上门诊断后发现情况
不对 ， 立马建议送往大医院治
疗 ， 还一直陪着病人到了区医
院， 将病人情况详细告知医院主
治医生后方才离开。

他用自己的方式为当地的百
姓送去温暖， 用自己的行动践行
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也用自
己的故事激励着院里的年轻人，
让我们更加爱岗敬业 、 踏实工
作。 医疗行业本就是个特殊的行
业， 大多数时间面对患者， 无法
陪伴在家人身边， 无法和朋友聚
会相约， 甚至连吃饭睡觉的时间
都奉献给了工作， 我们要以王医
生为榜样， 用执着、 无私、 敬业
的大爱精神， 谱写出我们别样的
人生。

一一天天到到晚晚游游泳泳的的鱼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