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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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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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第一书记”的最后一天
□□孙孙守守利利 文文//图图

7月上旬的一天 ， 天气异常
炎热 ， 汗珠落在炙烤的大地上
“噗、 噗” 作响。 这天， 张宗彬
顶着酷暑， 行走在工作两年的土
湾村。 这天， 是张宗彬任 “第一
书记” 的最后一天。

走在路上， 张宗彬像往常一
样， 和村民打着招呼， 可这次，
却是和村民的告别， 和这片洒下
汗水的土地告别。

他来到村边的扶贫大棚， 看
一看蔬菜的长势， 和扶贫种植户
告别。

他来到贫困户孙德言家中 ，
察看孙德言手术后康复的情况，
和这位因病致贫的汉子告别。

他来到42万元光伏发电项目
面前， 拿起抹布擦拭了一遍光伏
发电板， 和这个浸透着他心血的
精准扶贫项目告别……

两年了 ， 村子里的一草一

木， 都已铭记在心里。 横穿村里
的街道变了模样。 刚来的时候是
一条泥泞的小路， 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 他来到村里的第一
件事， 便是带领村民修了一条水
泥路。 后来又带领大家对村里的
胡同角落进行清理和修缮， 村子
才变得一天天干净整洁。

村委院子里的小菜地， 原本
荒草丛生。 上任后， 张宗彬从村
民家中找来一个锄头， 一点点除
去杂草， 垦出一块菜地。 今年开

春时， 他和村委的成员种上了
一些黄瓜 、 豆角 、 茄子之类的
蔬菜， 并在光伏发电板下种上
了红薯 。 张宗彬说， 人勤地不
懒。 蔬菜要常浇水， 常锄草， 才
能有好的收获。 在他们的精心耕
耘下， 黄瓜长势喜人， 已经收获
了两茬。 红薯再过三个月也可以
收获了， 张宗彬却再也等不到这
一天。

要离开了 ， 张宗彬拿起水
桶， 从水窖里提出水来， 再一次
给菜地浇浇水， 清除一下红薯地
里的杂草。

要离开了 ， 最放不下的还
是村里的吴大娘。 吴大娘是一
名低保户 ， 没有儿女 ， 孤独一
人 ， 平时喜欢在村口的碾子旁
边， 看村里的人来人往， 每次遇
上的时候， 张宗彬便坐下来， 静
静听吴大娘絮叨一会。 虽然也不
知道说了些啥， 但每次吴大娘都
很开心。

要离开了， 张宗彬多想再一
次握住乡亲们的手， 静静地听他
们拉拉家常， 说一说心里话……

晚风吹来
父爱满天
□林黎兴 文/图

■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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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救人记
□□孔孔令令建建 文文//图图

他叫王兵， 人称老王， 是个
模具师傅。 老王1998年进入星光
工模厂而成为我的同事。 在数十
年的模具生涯中， 老王创造了无
数匪夷所思的奇迹。 他的做模绝
招， 简单方便， 省时省料， 常令
业界的同仁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
模具界， 老王的名字如铜锤敲铁
板， 响当当的。 大家一致尊称他
为： 模具大王。

讲一个故事， 就知道老王有
多厉害了。

一天中午， 星光工模厂火急
火燎地冲入一个客人。 客人是台
资企业的生产主管黄雄。 黄雄一
撞见老朋友老王， 就像抓住了一
根救命稻草一样， 急吼吼地说：
“老王啊 ， 我厂的一套 ‘钟面 ’
模具出了问题， ‘钟面’ 的库存
只能用到今晚12点， 生产线就要
告停， 老板急得要跳楼。 我也没
征得你的同意， 就对老板说， 我

认识一个模具大王， 技术高得不
得了， 肯定能帮咱们搞定。 老板
立刻叫老板娘开专车搭我过来找
你帮忙， 损伤的定模镶件我也带
来了！”

老王接过镶件， 仔细瞧了一
眼， 四周是一圈罗马数字， 中间
有粗砂纹， 整个造型是用 “照相
腐蚀法” 做出来的， 非常精致漂
亮。 可惜在砂纹中间不知道被什
么东西撞出了一个月牙形的疤
痕 ， 使这套模具做出来的 “钟
面” 交不了货。 按常规的修模方
法， 只要将定模镶件降低， 重新
腐蚀砂纹就可以了， 但当时大陆
的蚀纹水平达不到要求， 必须到
台湾才有这种 “照相腐蚀 ” 的
菲林。 这一来一回， 以最快的时
间估算也要十天。 听到这儿， 跟
在黄雄后面的老板娘额上的冷汗
立刻冒了出来， 她哭丧着脸说：
“老王， 求求你， 帮我们想想办

法吧， 假如拖十天我们公司就彻
底完蛋了 ， 交不了货 ， 误了船
期， 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 再说
了， 全厂四千多工人怎么办？ 我
先生急得都想跳楼了。”

老王摸着镶件， 沉思片刻 ，
突然轻描淡写地对老板娘说 ：
“你给我两小时时间。”

老王火速在定模镶件的反面
钻一个球底孔， 然后拿一根磨成
球头的顶杆， 反复轻击球底孔的
底部， 再用粗砂布盖在伤疤上，
用平头铁棒把高出的部分打下
去。 如此反复循环， 直到伤疤看
不见为止， 之后再用绝招———火
花机夹铜丝刷补纹。

两小时还不到， 老王就将损
伤的定模镶件修复如初。 当老板
娘接过精致漂亮的镶件时， 几乎
是喷着热泪对老王说： “老王，
你救了我家先生， 也救了全厂四
千员工啊！”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 12年
了。 转眼间， 我也成了一位父
亲 ， 我发现父爱在我的血脉
中， 渐渐变得厚重起来。 渐行
渐远的岁月里， 父亲像一条波
澜不惊的时光之河， 因为承载
太多， 所以流淌无声。

如果人生是一盘录像带 ，
能够倒回去， 我会选择在童年
的某个片刻停留。 父亲毕业于
美术学院， 是一位美术老师，
怀念童年时父亲教我学画画的
场景： 素描、 水粉、 水彩、 国
画 、 油画 、 雕塑 、 花鸟 、 图
案、 石膏头像、 平面构成、 立
体构成……不善于表达的父
亲， 总是留给我五彩斑斓的色
彩， 还有老家厢房里的岁月烟
尘 ： 暗淡的天光 、 潮湿的木
门、 老式的藤椅、 颤巍巍的阁
楼……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
旧得像本泛黄的线装书， 轻轻
打开， 光阴的味道扑面而来，
像极了王家卫的电影场景。

才华横溢的父亲， 总是沉
默寡言。 虽不善言谈， 却对我
影响至深。 那一年， 我在事业
上遭遇挫折， 父亲带着我去海
边写生。 夜色降临时， 浓墨一
般的夜幕下， 海面渔火点点。
远处山上的灯塔， 发出了微弱
的光芒。 海边的那座山， 其实
并不高， 山脊蜿蜒犹如卧在海
边的黑衣女子优美的曲线。 天
色越来越暗， 我催父亲赶紧回
家。 父亲指着远处的灯塔说：

别看那一点点微弱的光芒， 打
渔的人都是靠着那点光芒， 找
到回家的路。

后来， 我的足迹走遍许多
地方， 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父亲教我学会抓住心中那份微
弱的光芒， 面对生活的狂涛骇
浪， 奋力游向希望的彼岸， 哪
怕声嘶力竭， 哪怕精疲力尽，
永远都不要停息。

人生总是充满万般无奈 ：
渴望团圆的， 却天人永隔； 一
直珍惜的， 终成指间流沙； 所
谓最好的时光， 也未必它真的
“最好”， 而是因为它永远失落
了， 让我们无法释怀， 就像父
亲远去的背影。 人生的相聚，
本身就是黑夜的海上两条擦肩
而过的船 ， 我们在交会的时
候， 一定要珍惜这一场亲情的
狂欢， 及时打包剩余的热情，
让岁月慢慢销蚀成回忆。

晚风吹来父爱满天。 父亲
就像天上的一片云， 如今不知
道飘到天国的哪个角落。 但我
知道 ， 父亲是海边的那座灯
塔， 在我的生命深处， 永远闪
烁着耀眼的光芒， 成为我人生
之路永不熄灭的烛光。

19年前的1998年， 全国大面
积降雨， 尤其北方降雨量打破几
十年纪录。

9月20日那天夜里9点多。 村
里的大喇叭发出嘶哑的声音， 老
村长白天在堤坝上喊了一天， 刚
刚吩咐村民回去休息。 可是雨突
然大了起来。 去堤坝上巡视的民
兵报告说， 水位直线上涨， 半刻
功夫就到了警戒线， 说话都哆嗦
的跑回来汇报。 老村长在大喇叭
里焦急地喊： “各家各户， 都麻
溜起来 ， 大坝危险了 ， 赶紧上
人， 家里除了女人孩子老人， 能

出动的人手都去防洪 ， 没有例
外。 要快， 再晚堤坝保不住， 洪
水进来， 村子就遭殃了。”

那天晚上村里的16岁以上的
男人全都出动了， 我也偷偷跟着
去了大坝， 可是当雨点像沙子打
在脸上的疼痛感袭来的时候 ，
我打了个转， 就跑回来了。 在坝
上根本就睁不开眼睛， 耳朵里是
男人们喊着 “快、 快、 快、 要快
呀” 的声音。 那天到了天亮， 才
看见我爸回来。 后来我爸说， 来
村 里 老 曲 家 串 亲 戚 的 南 方 人
半 夜 也跟着去防洪了 。 大家在

雨水里打桩， 叠沙袋， 腰上拴着
绳子， 和上涨的洪水抢时间， 抢
速度 。 老村长问他你一个外乡
人来干嘛？水位上涨，随时都有危
险 ， 快 回 去 吧 。 他 用 侉 侉 的
南方话说：“我是中国人，不分南
北 ，都 是 一 家 人 ，不 能 看 着 兄
弟姐妹有危险无动于衷， 那还是
男人吗？ ”

第二天雨停了， 水位回落 ，
大家在堤坝上做后期巩固工作
时 ， 被赶来的记者拍了这张合
影， 还被登上了报纸。 我们村是
当地唯一没有动用国家部队自己
组织人力物力防洪的， 事后被县
领导高度赞扬。 这张照片也被我
们村放在村部的光荣榜上， 讲述
着19年前，那次抗击洪水的历史。

那个南方人到现在也没有人
记得他的名字， 看到照片想起来
他，当年的老人就会说，这是为了
保卫咱们村“参战”的无名英雄。

其实他们都是英雄。 过去快
二十年了， 我也没写成他们的文
章。 今天看到照片， 想起来聚民
成兵， 保卫家园的这些平民英雄
们， 向他们致敬。

□宋千寻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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