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相册

照片上的人是我的傻大舅 ，
是去年腊月二十死的， 马上到农
历小年了，大舅没有挺过去。二舅
家的三个表哥携妻带子和我们这
一大家子一个不差全都回来了，
表哥们披麻戴孝给大舅送的终。

我的傻大舅原来不傻， 年轻
那会儿， 壮得像头牛。 大高个子，
大身板子，一双脚四十五码，走路
干活都生着风。 生产队里那些种
庄稼的老把头 ， 都服我大舅干
活， 锹镐锄镰样样都行。 生产队
的牛棚冬天结了冰， 一镐头下去
冰块儿四溅， 大舅把帽子羊皮袄
扔一边， 半天功夫就干出来好几
个人的活。 村里人都说， 谁家闺
女嫁给我大舅都是好日子， 一把
子力气养活一家人充裕的。

我妈说大舅没等到娶媳妇就
疯了 。 大舅看上村里的一个姑
娘， 生得面黄肌瘦， 总是一副营
养不良的样子， 大舅看她可怜，
总帮衬一把 ， 一来二去对了心
思。 姥姥听说后， 十二万个不答
应， 说姑娘家成分不好， 横竖不
同意， 硬是黄了。 结果大舅在生
产队夜里看青， 喝了打更老头暖
身的烧酒， 心里憋闷， 大雨滂沱
里往家走， 路过墓地摔倒了， 后
来被人送回来时， 大舅就神情呆
滞 ， 眼睛发直 ， 哭一阵笑一阵
的， 严重时满大街跑。 村里人说
大舅冲撞着啥了， 得了外病。 姥
姥说是自己作孽， 毁了孩子。

二舅和我妈妈相继成了家 ，
没几年， 二舅母因为痨病死了，
扔下大小三个孩子。 姥姥也年事
已高， 看着病恹恹的二舅， 就商
量把孩子送人。 二舅眼泪汪汪，
回头看了一眼柴堆里大舅领着几
个孩子玩得兴高采烈。 大舅一会
儿装老虎， 一会儿当大马让孩子
轮番骑， 似乎他没听懂送人是什
么意思。 联系好的人家来领孩子

了， 二舅把老三从他们中间抱
过去 ， 孩子好像感觉到什么似
的， 哇的放声大哭。 大舅才看明
白来人架势 ， 三步两步跑到跟
前， 抢过孩子， 瞪着大眼睛要打
人。 他怀里抱着一个， 用手护着
身后两个， 死活不肯让步。

我妈后来说 ， 当时的我大
舅， 拎起跟前的笤帚疙瘩， 照二
舅头上打下来。 我妈说我大舅从
小到大都没打过二舅， 宝贝这个
弟弟得很。 可是当时的大舅像一
头护犊的狮子， 第一次用大哥的
身份打了弟弟。 二舅没有还手，
而是流了眼泪， 大舅怯怯地走到
弟弟跟前 ， 用手扒拉捂脸的二
舅 ， 嘟囔着说 ： “不送人 ， 养
着， 养着， 咱娃。”

大舅那段的疯病不那么严重
了， 每天去队里干活， 脑子不好
了 ， 体力还是有的 。 因为干得
快， 逮着功夫就偷跑回家看看，
看孩子还在不在。 挣的工分比一
般人多， 吃的却少， 跟姥姥比划

给娃们吃， 他不饿。
母亲担心自己的傻大哥过不

好， 经常回村里看望。 东西两院
的人都说： “不用惦记， 你大哥
别看有病， 往里虎不往外虎， 孩
子吃亏受屈的事他可不干， 欺负
你们家的崽， 他都敢拼命。 上工
时偷着掖着往回拿青苞米和豆
子， 大家知道他有毛病， 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可他一口不吃， 都
留给孩子吃。”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三个孩
子， 一个老旧的破房子， 我的傻
大舅， 用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
的生命支撑起一个家。 无论他怎
么的糊涂， 他都记得自己有三个
娃。 二舅家三个表哥， 相继走出
了农村。 当兵的， 上学后分配工
作的 ， 还有打工的 。 条件都不
错， 三番五次来商量大舅跟他们
去城里享福。 他就傻呵呵地乐，
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然后把他
们收拾起来的包袱抢过来， 笑嘻
嘻地摸摸这个手那个头， 笑得合
不上嘴。

我知道我的傻大舅不愿意给
孩子们添麻烦， 他偷偷把我们给
他的钱又塞给了我们的孩子， 他
说， 娃好， 我就好。

■工友情怀

■图片故事

□□张张蓬蓬云云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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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王师傅
□□赵赵闻闻迪迪 文文//图图

20年前的6月15日 ， 为迎接
香港回归 ， 在天津举办了中国
PECC杯铁人三项邀请赛。 因为
是邀请赛， 出赛的运动员当然就
全是国内外高手了。

比赛当天一大早 ， 我突然
收 到 沈 阳 119厂工会主席的电
话， 他要求我去天津采访一位参
赛选手， 并拍些照片。 我当时是
《航天文艺 》 主编 ， 身在北京 ，
而119厂属于中国航天工业总公
司， 又是我的原工作单位， 这事
必须办。

再一点就是， 这个参赛选手
是位工人， 他叫严堂坡， 特别喜
欢 “铁人三项”， 上世纪90年代
他曾获得多项全国赛冠军， 1994
年又获得三亚世界铁人三项赛
“中年组冠军”、 1996年沈阳三项
赛冠军， 他还是沈阳市冬泳队成
员， 沈阳市职工自行车队队长。
有了这些荣誉， 1997年的赛事才
有资格受到邀请。

工厂工会对老严很支持， 但
是， 由于工会人员不多， 每次出
去参赛 ， 他都代表 “航天运动
队”， 既是领队、 队长， 又是运
动员、 教练员。 1994年在三亚参
赛时， 其他队全是10人或20多人
出场。 到了 “航天队” 时， 只有
他一个人出场， 在场的人全都哄
笑了。 可后来他获得了冠军， 于
是， 许多报刊来采访， 日本记者

还请他参加在日本的赛事。
这次他参加天津的比赛， 航

天工业工会的人马几乎全部出
动， 到天津为老严助威， 让老严
觉得 “娘家人” 全来了， 底气更
足了。

比赛开始 ， 一切顺利 ， 游
泳、 自行车二项他全在前列， 可
是到了公路长跑时， 他穿的黄胶
鞋内有水又有泥， 非常磨脚， 他
开始落后了。 怎么办？ 要是这样
跑下去， 是不会出好成绩的， 给
自己来加油助威的人该多失望。
于是， 他一狠心把鞋甩掉， 咬牙
光着脚跑完了10公里， 获得中年

组冠军 （照片右第一人）。
我在终点站等他， 见他冲线

了 ， 我快步上前去扶他 。 他说
“水， 水！” 可我上哪儿找水去？
正在这时， 航天工会几个同志来
了， 抱着西瓜。 严堂坡不容分说
开始吃西瓜。 10斤重的西瓜， 他
一气儿吃了两个， 把周围的人看
呆了。

同来的工会的同志陪他逛
了逛北京 ， 给 他 买 火 车 票 回
了 沈 阳 。 沈 阳 的 工 厂奖励他
一双运动鞋 ， 外加50元钱 。 回
家， 他妻子给他包了一洗脸盆饺
子犒劳他。

午后两点， 我打着伞慢慢往
现场走， 一丝风都没有， 闷热蒸
人， 一动就是一身汗。 路过渣仓
时我看到一辆大货车正在装渣，
一个瘦瘦的、 熟悉的身影跑前跑
后地查看设备工作情况。

走近些我看清那是王师傅 ，
他一手端着盒饭， 一手攥着简易
筷子往嘴里划拉， 两眼紧盯着渣
仓口， 汗珠滴进饭盒里也浑然不
觉， 深蓝色的工作服浸透了汗，
背上结着盐渍。 渣仓附近灰尘弥
漫， 机器声隆隆， 我喊了好几遍
他才听到。 “王师傅， 这么热的
天 ， 干吗不错开高温时段再干
活？” 他一抬头， 脸上的汗珠直
往下滴： “我怕这些渣不及时处
理掉会漫出来弄坏设备、 造成污
染。” 我心里一阵感动。

我第一次见到王师傅是在一
次早间交接班上， 他一脸严肃地
指出上一个班的主值班员工作不
到位， 一条一条列出来八九条，
末了说： “再急着下班也得把工
作做好 ！” 旁边的人悄悄嘀咕 ：
“最怕他接班了 ， 他干活太挑
剔！” 后来得知支部书记安排他
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时， 我眼前一
下子浮现出他认真得几近苛刻的
眼神， 心里紧张不已。

果然， 他很快就来找我谈话
了， 问了些工作学习情况和 “为
什么要入党” 之类的问题， 给我
讲了很多党的基本知识。 第一次
谈话就谈了两个多小时。 末了，
他布置我写思想汇报。 我很快就
写好了， 自认为写得不错， 他却
说我写了好多空话， 絮絮叨叨讲

了很多 “怎么写思想汇报”， 叫
我重写。

之后的每一篇思想汇报他都
认真地看并且跟我讨论我提出的
问题和思想上的困惑， 努力给我
解答。 如今回想起来， 那段时间
我确实进步很多。

我喜欢写作， 工作服的口袋
里总是装着水笔和小本子， 工余
时就找个角落写一会儿， 因为我
怕别人看到说我 “不务正业 ”。
偏偏有一回就被王师傅发现了，
他翻了一遍 ， 说我写得很有文
采， 进而告诉我他也热爱写作，
当年在部队还兼职宣传呢！ 我这
才明白为什么他站如松 、 行如
风、 做事一板一眼。

他兴致勃勃地提起当年在驾
训队， 白天执行任务， 晚上熄灯
号过后还趴在床上打着手电写稿
子，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他对
我说 ： “写作是一件有意义的
事， 能传递正能量。 你喜欢， 就
要坚持。” 这句鼓励让我又爱好
写作、 又怕耽误本职工作、 犹豫
不定的心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对
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跟我一批参加工作的人中，
我是第一个入党的。 不久后， 除
灰部放渣班要从我们部门综合班
招两名熟手。 综合班的人很是抵
触， 因为放渣班条件差， 放渣岗
辛苦不说， 岗级又低又没技术含
量。 僵持不下时， 王师傅主动请
缨。 有人劝他： “你在综合班已
经是技术员兼副班长了， 去那边
只能当个普通班员， 太吃亏了！”
他说 ： “我是党员 ， 要带头 。”
就这样， 他和另一名党员离开工
作了十几年的综合班。

临走前 ， 他又找我谈了一
次话 ， 语重心长地要求我入党
后不能骄傲自满、 固步自封， 要
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 不
断进步。

他调走后还打了好几次电话
给我， 询问我的工作、 学习、 写
作情况， 叮嘱我不要虚度光阴 ，
要多看书学习、 参加公益活动。
有时我想， 王师傅是不是觉得他
当过我的入党介绍人， 就永远有
引导督促我的责任？ 时至今日，
我的 《党章》 里还平平整整地夹
着一张他给我的留言条： “作为
党员， 要干好本职工作， 顾全大
局、 不计得失、 服务群众、 做出
榜样……”

看着那一笔一划、 端正遒劲
的字， 我读懂了王师傅， 也读懂
了他不遗余力传递给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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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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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访铁人

□宋千寻 文/图

傻傻 大大 舅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