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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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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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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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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 衣 记

女人都爱颜面， 最直接的体
现是在穿着上。 我的母亲就是这
样， 宁可让嘴受穷， 也决不肯委
屈身上的衣着。 那时代， 无论日
子如何的艰难， 她都把自己和家
人打理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出
门做客， 更是要把头脸身上弄得
一丝不苟， 生怕自己的形象被人
小瞧了。

古语 “菩萨靠金装， 人靠衣
装 。 三分的姿色要靠七分的打
扮”。 要想人漂亮 ， 必须要有美
衣来装扮。 在困难时期， 巧媳妇
都难为无米之炊 ， 肚 子 都 难 以
填饱 ， 更谈不上衣着之美了 。
乡村里很少有人不穿补丁衣服
的。 兄弟姐妹多的人家， 老大拥
有一件新衣， 必定是传给老二老
三， 以致穿到补丁连补丁， 不能
再穿为止。

走亲戚， 是乡间亲情联络的
一种方式。 再穷再苦的人家也会
有几门亲戚来往。 去做客总不能
衣衫褴褛吧！ 可家中又实在是拿
不出像样的衣服， 这时候就只有
去借。 借衣服也不是件容易事，
有那条件稍好的人家， 箱子里压
有两件新衣， 都当做宝贝一样收
存着。 也非得是做客时， 才舍得
拿出来套在身上。 如果不是关系
十分密切， 断不能开口去借的。

我的 父 亲 是 拿 工 资 的 人 ，
母 亲 自 然 就 比 那 纯 种 田 的 农
家妇女们穿得稍好一点。 像那
蓝士林的斜襟褂她就有两件， 一
件平时穿， 一件专为出门做客才
拿出来撑面子 。 两三百人的村
子， 谁家有新衣压在箱子底， 大
家心里都有数。 我母亲的那件新

褂， 一直都被要借衣出门的婶娘
们惦记着。

有次， 三婶来我家借衣， 她
和我母亲身材相仿， 关系也好。
母亲先是一惊， 接着就爽快地答
应了。 那件褂子是母亲装点面子
的爱物 ， 被她用米汤浆得硬撑
撑， 折叠得平整整， 平时当宝贝
一样收在箱底。 三婶来借， 也是
看在往日的交情上， 母亲二话不
说， 就把褂子套在了三婶身上。

三婶娘家侄子定亲， 做姑母
的定不能把自己弄得寒酸的。 她
绞了脸扑了粉 ， 头也梳得光溜
溜， 再穿上我母亲的新衣， 果然
就像换了一个人， 精神神， 漂亮
亮地去娘家了 。 第二天来还衣
时， 还带了几个鸡蛋给我母亲。

有了第一次， 就免不了三次
四次以致无数次。 母亲的新褂被

三婶借过以后， 就不断有人来借
了。 母亲极爱面子， 从不轻易得
罪人， 明明不舍得， 还是违心的
把那宝贝褂子往外借。 村里一些
妇女知道我的母亲好说话， 也就
频繁地来借衣。 经常的借出， 经
常的洗涤 ， 那新褂子就再也不
新， 我看见母亲收那褂子时， 神
情里多了惋惜少了爱意。

有位大伯母， 素与我母亲不
和。 她认为我母亲娘家成分高，
是可以欺负的对象。 她来借衣就
毫不客气： “把你那件蓝士林褂
子借我穿两天。” 虽说是借， 口
气却像是命令， 母亲自然不悦。

“那褂子你穿可能太小 ， 不
知可套得上。” 母亲用这话委婉
的回她。 谁知那大伯母更是盛气
凌人： “怎么了？ 小了也借给我
穿一回， 人家都行， 我不行么？”

母亲的新褂子也有被这样强行借
走的时候。 受了窝囊气， 母亲就
悄悄地在灶后流眼泪。 我们也知
道母亲的伤心， 并不是舍不得那
已被许多人穿过了的褂子， 而是
心中无法宣泄的屈辱。

大伯母没有亲自来还衣， 是
叫家中小孩子送来的。 母亲接过
手看都不看， 顺手就挂在进门处
的墙壁钉子上 。 后来有人来借
衣， 母亲直接从墙上取给她们。
新衣被许多人穿过已不再新， 上
面还有了油渍， 久之也就没人来
借了。

母亲没钱做第二件新衣， 竟
也成了借衣人。 她和我的一位堂
嫂友好， 有次走亲戚， 堂嫂把她
才洗过一水的新衣， 亲自送来给
我母亲穿着去 “做人撑面子 ”。
自此， 我的母亲就把那堂嫂当做
了亲人。

互相借衣穿， 是物质贫困所
造成的一种状况 。 在极度困境
里 ， 人们的爱美之心没有被泯
灭，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照样强
烈健康。 在家庭里， 多子女的妇
女们， 可以说是生活在最艰苦的
前线。 她们没有精神颓废， 尽量
想办法让自己好看一点。 亲友之
间， 互相帮助着度过 “儿女荒”，
用借来的衣服把自己的颜面支撑
着。 现在想起来， 其中的一些小
故事挺能令人感动的。

母亲到老年， 时髦衣服已经
是满箱满柜， 可仍然不忘借衣穿
的时代 。 经常叨念她向谁借过
衣， 谁又向她借过衣。 我知道，
她怀念的不再是衣服， 而是她那
辈人之间的情分。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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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件事情重复做十年， 是
行家； 重复做二十年， 是专家。
老胡， 一把检点锤倾注了一辈子
的情感， 做了一辈子的检车员，
他无疑是最大的赢家。

和老胡约好下午6： 50见面，
我提前到达列检作业场， 老胡换
好衣服在等我 。 老胡 ， 叫胡德
生 。 个头不高 ， 中等微胖的身
材， 是一名普通的检车员。

对讲机里传出命令后， 老胡
开始安设脱轨器， 红灯、 红旗插
设在车帮上， 便开始试风作业 。
一路小跑， 不时地俯下身子查看
制动机的作业情况。 17辆货车，
57岁的老胡居然往返两次没歇气
儿。 尽管夕阳西下， 不是中午的
最高温度， 但老胡的后背已然湿
成了一大片。

试风作业结束后， 开始检查
车辆零部件状态。 提钩、 落锁，
老胡的目光一丝不苟地专注在车
钩的三态上， 又仔细地查看了钩
提杆座 ， 老胡说 ， 灯光所到之
处， 就是目光所到之处。 目光随
着灯光走。 如果座有裂纹， 钩提
拉杆脱落很容易造成车钩分离，
所以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夕阳落山， 暮色渐浓， 站场

的探照灯渐渐地亮了起来。 只看
见越来越小的黑影在车辆一侧钻
进、 钻出。 11道刚刚撤销号志，
紧接着对讲机里传来调度的声
音， 老胡根本没有休息， 直接跑
到4道接车。

这样紧张的工作， 老胡连续
接检三趟货物列车， 此时已经是
夜里22时13分。 透过夜色， 老胡
用手拭去额头上还未来得及滚落
的汗珠 ， 那动作极为潇洒和娴
熟， 又似不经意间。

回到屋， 我才注意到老胡的
检点锤， 比标准小了一圈， 有些
斑驳。 锤把儿上套着十几个黑色
的橡胶密封圈。

老胡说， 这个锤头用了二十
年了， 是最长的一个， 锤把儿记
不清换了多少个了。

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
来。

“这幸福多了， 当年车太多，
从接班到下班，根本闲不着，有一
年年夜饭两点钟才挤时间吃上！”

“当年的列检待检室，有这屋
的一半大，去了厕所的，就剩下八
个人的位置，多一人都得站着！”

老胡年轻时在列检所工作 ，
干了14年， 曾夺得过局里检车员
全能第二名的好成绩， 也是 “战
功显赫” 的人。

像老胡， 吃了一辈子的苦 ，
眼看退休了， 还依然默默地奉献
着。 他把时间演绎成坚守， 他把
平凡演绎成伟大， 注定收获幸福
的晚年。

妹妹出生的那个晚上， 奶奶
把我从炕上抱到堂柜边 。 我不
干， 哭着喊。 爸爸说： “别哭，
一会儿咱家新添一个你的玩伴。”
我不明白， 只有好奇地等待。 一
阵清脆的哭声， 又把我从睡梦中
喊醒 。 听到大人们高兴地喊 ：
“闺女， 是个闺女。” 妹妹是家族
中唯一的女孩， 后来， 才品味什
么是容万般宠爱于一身。 当时的
我， 只有一个念头： 这个玩伴，
也会哭啊。

我好奇地问爸爸： 妹妹从哪
里来？ 爸爸告诉我： 从村西头的
沙土地里刨来的。 我信以为真。
每次跟爸爸去村西头的沙土地给
妹妹拉换尿布袋的沙土， 我都会
严肃地提醒爸爸： “慢点刨， 小
心刨破我下一个玩伴， 他也会哭
的。” 看着爸爸不以为然地哈哈
大笑， 依旧用力刨土， 我急得抱
着爸爸的锹头， 不让他继续。

妹妹会走了。 大人都去地里
干活， 我自然地照顾妹妹。 一次
看到妹妹喜欢刚下了几天的小羊
羔。 我好不容易捉住羊羔， 竟然
把羊羔的腿弄瘸了。 妈妈从地里
回来， 问小羊咋了？ 我不敢说。
从妹妹指认的姿态和表达不清的
话语中， 我看出了妹妹善良的出
卖。 妈妈也没落实情况， 直接开
揍 。 那一刻我认识到 ： 这小家
伙， 不可靠。

走哪儿妹妹都跟着我。 听到
小伙伴在院外尽情的嬉闹。 我安
抚妹妹道： “好妹妹， 你在家好
好呆着， 哥给你出去弄好吃的。”
妹妹信以为真 ， 乖到不知道思
考。 把妹妹关在屋里， 我出去玩
闹， 竟然玩过了头。 妈妈从地里
回来， 看到妹妹一人在家， 早在
家运气等我回去。 回到家， 免不
了一通挨削。 看到我哭， 妹妹也
跟着哭。 只是没忘问我： “哥，
好吃的在哪儿？”

一次去村头的池塘游泳， 妹
妹不知道啥时候也下水了。 这一
幕正好让下课回来的爸爸看到。
急得爸爸放下自行车跳到水里把
妹妹抱起来。 我吓得光着屁股落
荒而逃。回家，挨了爸爸最狠的一
次揍。爸爸说：“妹妹多大你多大？
不管妹妹，还带妹妹下水？ ”

上学 ， 长大 。 后来出外谋
生。 我忙生计， 妹妹照顾家， 照
顾爸妈。 妹妹不拘小节、 敢爱敢
恨、 坚持原则的性格表现得洋洋
洒洒 。 里打外开 、 井井有条 。

妹妹恋爱了。 告诉我， 他人
挺好， 就是有点实在。 我告诉妹
妹 ： 实在不怕 ， 就怕假 。 他爱
你， 对你好， 把你当宝。 你认，
就成家。 后来见到了妹妹的他，
我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

现在 ， 我倒成了妹妹的牵
挂。 像个导师， 又像个姐姐。 喋
喋不休， 没完没了。 妹妹， 哥你
不用牵挂， 照顾好家， 照顾好爹
妈。 妹妹， 哥哥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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