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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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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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梦想就是盼着我们兄
妹长大了， 他好拿着马扎坐北墙
边晒太阳。 这个梦想他计划在50
岁时完成， 但他的三个孩子不争
气， 没本事挣大钱， 60岁的他不
得不继续在村办企业里烧锅炉。
夏天锅炉旁70多摄氏度的高温，
他一天要推五六十车煤， 再把它
们添进锅炉里……父亲偶尔说起
这些时， 眼睛里又露出了迷茫，
50岁已过去10年了， 靠北墙晒太
阳的梦想还摸不着边。

父亲40岁那年单位查体， 查
出血压高。 奶奶就是因为这病54
岁去世的， 父亲很注意， 每天都
坚持吃药， 还跟着村里那帮老头
练气功。 可气功并非包治百病，
父亲练功用坏了第三台录音机
后， 他开始 “糊涂”， 衣服扣子
经常扣错 ， 套头的毛衣时常穿
反， 因常年吃降压药， 本来就有

胃病的他， 胃更不好了， 总不停
地吐出非唾液非痰的黏稠状的液
体。 医生说， 不能让他再吐了，
再吐胃黏膜都吐出来了， 但他还
是控制不住自己。

有一天夜里， 我发现父亲独
自坐在院子里， 低着头， 任黏稠
状的液体从嘴角淌下。 我上前用
卫生纸帮父亲擦 ， 父亲说 ， 难
受 ， 还不如死了算了…… 那一
刻， 我才明白， 父亲确实病了，
而且长期受疾病困扰 ， 心力交
瘁， 他只是不说而已。 医生说，

并非所有的病都能医治， 没有好
办法让父亲不吐。

父亲辞去了烧锅炉的工作 ，
赋闲在家， 他总算可以坐着马扎
晒太阳了， 可他似乎早就忘记了
这个多年前的夙愿。 他喜欢上了
四处游逛， 一天出去好几趟， 外
出时间久了， 我们怕他迷糊找不
到回家的路， 便到处找他， 每次
找回来都苦口婆心地告诉他别再
往外跑了， 以后去哪里必须告诉
母亲。 父亲点头答应， 但过后依
然我行我素，有时他在前面走，母

亲后面跟着，他还扔石头打母亲。
为了不让父亲到处跑， 我们

又把父亲送去了医院， 治疗的第
三天，父亲突发心脏病，医生说已
无抢救必要。父亲就这样离开了。

李雪健在 《嘿， 老头 ！》 里
扮演的老头像极了父亲， 不同的
是海皮把老年痴呆的父亲当做孩
子看， 而我把老年痴呆的父亲当
病人看 。 假如时光可以重新来
过， 我一定不会对父亲说 “不许
往外跑 ”， 而是会主动问父亲 ：
“想出去玩吗， 我带你去吧。”

■工友情怀

□毕洋 文/图

微信群里的女工们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老“冀”伏枥
□□刘刘达达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流流着着汗汗微微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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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国国梁梁 文文//图图

朋友本来有一份安逸的机关
工作， 挣着不多不少的工资， 足
够过平静安稳的小日子。 可前几
年， 他突然辞职， 去开办工厂。
他上大学时学的是机械技术， 阴
差阳错进了机关， 虽然发展得也
不错， 但他总觉得自己的才华没
有施展， 抱负没有实现， 所以才
决定辞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做任何事都不容易， 开办工
厂更不是简单的事。 他的工厂生
产机械配件， 技术性要求很高。
一开始他就想到肯定会遇到各种
问题， 但他说， 所有的困难都是
挑战 ， 与困难作斗争 ， 其乐无
穷。 朋友吃住在厂子里， 有时和
工人们一起干活。 他经常半夜还
在研究图纸， 还要负责厂子的各
项事务， 费尽了心血。

一年后， 大家去朋友的工厂
看望他。 只见他正在指挥着工人
们劳动， 自己也在做示范， 累得
满头大汗 。 大家看到他瘦了一
圈， 不由心疼地说： “你呀， 放
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得给自己
找罪受 ！ 瞧你都累成啥样了 。”
朋友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微笑
着说： “要我说呢， 生活就是流
着汗微笑！”

“生活就是流着汗微笑” ,这
个说法挺有意思的。 朋友接着讲
了他的感受 ： 原来在机关工作
时， 虽然生活过得去， 但总觉得
少了点什么。 那种一成不变、 周

而复始的日子， 不是他想要的。
人生在世， 不过百年， 如果不能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简直
是浪费生命。 他是那种有拼劲、
有闯劲的人， 喜欢创新， 希望过
一种有挑战性的生活。 他说人应
该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
样才能在老了的时候无怨无悔。
做自己喜欢的事， 再苦再累， 心
里都是愉快的。 做自己不愿意做
的事， 总有被逼无奈的感觉， 即
使轻松， 心也是沉重的。

朋友的厂子虽然经历了一
些波折 ， 但几年过去后 ， 厂子
经营得有声有色， 成了小城的重
点企业。 朋友依旧在 “流着汗微
笑”， 虽然忙忙碌碌， 但整个人
很有精气神儿， 从没见过他颓唐
的样子。

仔细想想， 其实生活就真的
应该是这样： 流着汗微笑。 人生
最重要的是什么？ 应该是快乐 ！
做自己喜欢的事 ， 才能获得快
乐。 就像我自己， 把业余时间都
利用起来写作。 别人玩游戏、 打
牌、 逛街的时候， 我在写作。 因
为喜欢， 所以乐此不疲。 很多人
都知道， 写作耗费心力和体力，
但即使累， 也能 “流着汗微笑。”

生活中， 哪个角落没有 “流
着汗微笑”的人？ 他们或许平凡，
或许卑微， 但都有自己的梦想，
都有自己热爱的工作。 心中有自
己的信仰， 就能流着汗微笑。

“明日厨艺大比拼 ， 我的参
赛项目是———榴莲千层蛋糕。”

“我做樱花水信玄饼吧。”
“时尚女人帮 ” 微信群又在

讨论一个月得有那么两三次的
“美食分享” 吃什么， 这个群里
有五个叽叽喳喳的女人， 她们在
微信群里沟通工作， 谈论美食，
分享心情， 她们不是同学， 也称
不上闺蜜， 她们是天天上班一起
工作的同事， 是下了班还隔三差
五搞个小聚会的好伙伴。

北京房修一基建分公司是个
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分公司， 在这
个工程单位里， 女工只有这五朵
金花， 虽然在数量上女工不占优
势， 但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 组
织个活动什么的， 那是分分钟搞

定。 在群里发布一条消息 ， 很
快就能得到响应， 继而就能落
地实施。

说起这个 “时尚女人帮” 的
微信群， 源于一次女工活动， 基
建分公司的上级单位北京房修一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在 “三八
妇女节” 的时候， 组织了一次采
摘草莓的活动， 当时分公司的这
五位女工都参加了此次活动， 为
了方便沟通联系， 大家组建了一
个微信群， 活动结束后， 这个群
却没有解散 ， 因为年龄相差不
大， 相互之间又有共同话题， 大
家的关系似乎因为这个群连接得
更加紧密了， 工作中需要帮忙，
生活中需要倾诉， 大家都会在这
个群里寻求或给予相应的帮助。

企业的女工工作， 尤其是工
程单位的女工工作， 说起来不那
么好搞， 人数少而且女工不容易
被重视， 但女工工作却又是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在很多单位， 女
工不仅肩负着和男人一样的工
作， 在家里也是家庭的支柱， 起
着半边天的作用。 如何在企业发
展中找准位置、 体现特色、 发挥
作用， 提高企业女工组织的凝聚
力、 影响力、 战斗力， 成了做好
女工工作的主要任务。

微信群这个新时代的产物，
让单位女工之间的关系更加紧
密， 沟通也更加顺畅， 让女工感
觉有一个倾诉的渠道， 组织也是
我们的 “娘家”。

冀勇， 橡胶厂丁苯装置配料
班班长 ， 今年59岁 。 也不知为
啥， 从19岁参加工作那年起， 大
家就叫他 “老冀”。

“老冀 ” 曾经干过工段长 、
安全员、 车间工会主席， 不管在
哪个岗位 ， 给人总是 “敢于担
当、 工作敬业、 平易近人” 的印
象。 一身迷彩服、 背着双肩背是
“老冀” 的标志性装束。 每天第
一个到装置， 最后一个下班的肯
定是他。 爱人曾多次给单位打电
话， 询问 “老冀” 为什么天天总
加班， 从语气中听出了对他的怨
气。 了解 “老冀” 的人都知道，
他真是 “以厂为家”， 他把配料
班的每一台机泵、 每一个储罐当
作自己孩子一样精心呵护， 没事
就拿上工具到现场 “转悠 ” 几

圈。 哪台设备掉漆了， 他就拿出
毛刷沾上银粉给补上， 哪个螺丝
松了， 他就掏出扳手紧一紧， 哪
条管线 “走向” 不美观， 他会记
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 以备检
修时施工改造。 “老冀” 去现场
还总喜欢提着一小桶黄油， 看到
螺栓有锈迹了， 就会拿出铜刷除
锈， 再抹上黄油进行防腐， 配料
设备的螺栓是职工公认的拆卸最
自如 、 轻松的 ， 这绝对是 “老
冀 ” 的功劳 。 有人风趣地说 ：
“冀勇家里也没有配料罐干净 、
利落。”

偶合剂刺激性气味非常大 ，
配料过程中 “放味扰民” 是家常
便饭， “老冀” 不断琢磨反复实
验， 终于将偶合剂改造成了密闭
配料， 总投资也不过一万元， 解

决了多年配料异味 “扰民 ” 问
题， 职工无不拍手称快， 此项发
明获得公司创新创效二等奖。

实践的成功是以扎实的理论
做基础的， 年近60岁的 “老冀”
平时还在看 《化工原理》、 《化
工装备》 等专业书籍， 在厂里以
年轻人为主的 “年度化工技术比
武” 中， “老冀” 多次进入前十
名， 54岁那年， 他还考过了 “高
级技师”， 这对于一个50几岁的
职工来说， 非常不易， 被大家传
为佳话。

明年 ， “老冀 ” 就要退休
了， 但如果有人问他： “老冀，
什么时候退休呀”？ 他总是面带
不悦的回答： “别提这事， 哪壶
不开提哪壶”。 从话语中折射出
“老冀 ” 对所从事工作的热爱 ，
对装置的恋恋不舍。

每天， 当朝霞泛金和余晖落
尽的时候， 依然能看到一个身穿
迷彩服，背着双肩包，略显驼背的
身影，快乐地走在厂区的路上。

□马涛 文/图

走远的
小马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