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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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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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相册

老白的
幸福生活
□李红霞 文/图

一把老算盘是我们家最古
老的物件了， 收拾厢房时就看
见了它， 年幼的儿子没见过算
盘， 以为是玩具， 趴在肚皮底
下当滑车， 在地板上滑行。 结
果这个我们家唯一的快要散架
的老 “古董” 被他耍坏了， 少
了一串珠子。 我放下还没做完
的大扫除活动， 坐在沙发上跟
他说算盘的故事， 那是我父亲
的一生。

我小时候， 父亲是村里的
库管员兼任会计， 打得一手好
算盘， 噼里啪啦非常好听。 我
和妹妹非常喜欢父亲的这一
“玩具”。 这东西在农村不是家
家都有的， 即便是读书的书香
门第也未见得有， 必须是又会
读书又会算账的人。 而我父亲
既会读书， 又能算账， 所以这
成了村里至高无上的荣耀。 这
个算盘就成了他的标志， 被悬
挂在北墙上我们够不到的地
方， 生怕我们玩坏了他的宝贝
算盘。

那天下午， 隔壁家的闺女
不知哪里弄来一条项链， 就像
和尚脖子上的木头珠子， 被漆
成红色， 整齐地串在一起， 好
看又好玩， 把我和妹妹眼馋得
够呛。 回家后看见挂在东墙上
还没被父亲收起来的算盘， 圆
圆的珠子吸引了我们俩， 和隔
壁孩子的项链真的特别像。 我
和妹妹用刀、 斧、 剪进行了大
破坏， 最后是大加工， 串成像
和隔壁闺女一样的项链由我和
妹妹轮番戴， 去小朋友面前炫
耀这一杰作。

后来被父亲知道了， 用一
顿巴掌给我们姐妹上了一堂生
动的教育课， 脖子上被扯下来
的项链， 经过一晚上修复， 勉
强回到原样， 又上岗了。

父亲老了， 母亲没有陪他
一辈子， 我和妹妹天各一方也
没有陪他一辈子， 倒是这个复
原的算盘在他身边呆了一辈
子， 没离开过。 父亲用它在生
产队里清算过村里的账务， 被

怀疑过数目不清， 父亲脸被气
成猪肝色， 搬着桌椅在大队场
院上， 当着全村人的面噼里啪
啦边打边报数， 结果到最后丝
毫不差。 承包到户后， 父亲用
算盘核对过上缴国家的粮食吨
数和钱数， 全村人排成队伍来
领钱， 父亲都是明确到分， 一
分钱都不差地算出来给社员 。
村干部说我父亲太认真， 四舍
五入都不懂， 几毛钱就不用给
了。 父亲觉得农民不容易， 一
分钱也是汗珠子摔八瓣赚来
的， 不可那样。

后来农村形势越来越好 ，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农村， 父
亲还是用算盘， 验算过我们家
日子变化的公式， 预算过未来
收入的方程， 还给我和妹妹验

算过数学作业。 这个算盘于公
于私于国于家都是一部历史 ，
于父亲却是陪伴半生的老朋
友、 老伙计， 记录着他和新中
国走过的历程。

父亲临终前把它送给我 ，
他说日子要好好算计才不能受
穷， 别过心里没数的日子， 也
许你以后用不着， 权当给你提
个醒。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跟
随我也二十几年了， 被渐渐地
遗忘， 扔在角落里， 斑驳地老
去了。 像那段岁月， 像那些远
去的回忆一样。 可是父亲的话
一直在我心里： 可以跟自己算
计， 算计怎么过好日子。 千万
不能用它算计别人 ， 算计公
家， 算计不该算计的东西。 那
样终会坑害了自己的。

初识老白， 是我在乡下教书
时。 叮铃铃的车铃隔日一声响，
一身墨绿、 黑瘦淳朴的乡邮递员
老白， 便准时走进校园。 那日暴
雨不止 ， 学生订的报纸等着急
用， 我心急如焚。 天色渐晚， 我
正绝望地重改教案， 雨声中响起
了敲门声。 老白解开雨衣， 掏出
用塑料布包裹的报纸 ， 愧疚地
说： “天不好， 送迟了， 没耽误
您吧？” 我连声道谢， 眼含热泪
目送老白推车走进夜雨中。

说与同事听 ， 他们不足为
奇， 一致的夸赞中我重新认识了
老白。 25岁走上乡邮路， 一走便
不再回头。 固定的线路上， 投递
了多少报纸信件包裹， 洒下了多
少汗水泪水血水， 没人知道； 但
漫漫邮路知道， 道道溪流知道，
巍巍大山知道， 被服务的乡亲更
是知道。

一路上， 老白从步行到自行
车到摩托车， 几十年如一日， 从
未间断； 累了倒在石头上小睡，
渴了捧饮一口山泉， 饿了干啃一
块馒头， 寂寞了就高唱两嗓子。
遇有河道涨水， 老白不得不挽起
裤腿， 扛起自行车， 趟河而过；
日积月累， 落下了病根， 阴雨天
两腿钻心地疼。 山路崎岖， 老白
撂下车， 背起邮包， 翻山越岭从
不耽搁； 大雪封山， 即便是爬，
他也照送不误。

山村闭塞， 山里山外便由老
白沟通。 报刊信件自不必说， 光
是为乡亲义务捎带着购物 、 办
事， 他就记了一厚本。 泛黄破损
的记事本， 封皮上赫然写着： 做
一个优秀投递员。 里面密密麻麻
记录着： 给老张买止痛药一盒，
给小刘捎衣服两件， 给老万买红
糖一斤、 红薯秧一把……一件件
铭记了老白工作的点点滴滴， 更
赢得了乡亲们挂在嘴边的由衷称
赞： 老白是个好人。 每每提及这
句话， 老白总是淡淡一笑： 乡亲
们需要我， 是我最大的幸福。

好人不好做， 幸福不好得 。
一次， 老白揣着代收的2000元话
费路遇打劫。 他急中生智， 推车
便跑， 直至甩远。 由于慌忙， 他
车子一歪， 跌倒在碎石堆里， 胳
膊肚皮鲜血直流， 可他愣是咬牙
忍痛将钱送到了邮局。 另一次，
老白踏着没膝的积雪， 给山那边
的乡亲送急件， 返回的路上因体
力透支，累倒在雪地里。

如今， 被优秀共产党员、 全
国劳动模范、 邮政先进个人等各
种光环笼罩的老白， 仍是原来的
老白，只是幸福更深了一层：局里
照顾，帮他治疗腿疾；儿子继承了
他的事业，勤恳踏实干事；明年退
休后，将回老家种田养老。

白玉军， 一位普通的乡村邮
递员。 最难忘老白永远展露的快
乐笑颜， 也最难忘老白朴实无华
的工作誓言： 人生一世， 多为老
百姓做好事， 不要让人说不是，
这便是我的幸福生活。

□□马马海海霞霞 文文//图图

■“八一”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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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她是中学同学， 他高中
毕业后参军到了祖国的最北边，
她则在家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那时， 南方的冬天还不像现在这
么冷。 她从小没见过雪花， 他来
信说， 他那里一冬天都是千里冰
封的景象。 她问他， 冷不冷， 是
不是冬天得穿棉衣棉裤、 外面还
要罩个皮袍子， 戴三大扇的狗皮
帽子， 然后狗拉雪橇， 他们坐在
雪橇上巡逻……

他回信说， 不是的， 没那么
冷。 他感觉这里的冬天比南方还
好过些， 屋子里暖和。

她才不信呢 。 第二年的冬
天， 学校放假后， 她打算去东北
看他。 临走时， 奶奶给她做了厚
厚的棉衣棉裤， 母亲给她买了件
加长及踝的羽绒服 ， 口罩 、 围
巾、 皮手套都准备妥当后， 她坐
上了北去的火车。

刚 下 车 ， 她 就 看 到 了 他 ，
“怎么穿得这么少？” 她心疼地问
他。 “你是不是把家里衣橱里的
衣服都穿上了 ， 包裹得像个粽
子。” 听他这样说完， 她看了看
自己， 又看了看下车的旅客， 还
真没人比自己穿得多。

“真该相信你的话 ， 东北冬
天里的冷只是个传说罢了。” 俩
人幸福地笑了。

从那以后， 每年寒假她都会

去东北看他， 希望给他带去爱的
温度。

后来， 他们结婚了， 依然是
两地分居。 她怀孕那年的寒假，
她没有去他那里过年， 他打电话
说， 等她生孩子时， 他一定回来
探亲。 可她到孩子出生也没等来
他。 就在孩子出生前一个月， 他
在一次森林火灾中因救火不幸牺
牲了。 家人对她隐瞒了真相， 骗
她说他所在的部队接到了出国维
和的任务， 一年后任务结束再回
来探亲。

次年冬天， 她和公婆， 还有
一岁多的儿子一起来到他牺牲的
地方。 她总说， 他独自长眠在雪
山下太冷了， 她要去看他， 陪他
说说话……

以前他在世时， 他们也是一
年见一次， 每年的冬天都是他俩
最期盼的日子。 现在他不在了，
每年寒假她还会领着儿子去看
他。 他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能让她
感觉到他的温度 。 她和儿子每
次 到 他 墓 前 祭 奠都不会流泪 ，
她要让他看到她的笑容， 好让他
放心。

她告诉他， 等儿子长大了 ，
也要让他考军校， 毕业还来老爸
的连队参军。 等她退休后， 她也
会来这里， 到那时他们一家人就
团聚了。

这些年 ， 身边的朋友 、 亲
人， 连公婆都劝她再找一个。 她
说， 她觉得他从未离开过， 她和
他以前靠信件交流 ， 后来用电
话、 网络联系， 现在他们的交流

方式只是退回了写信的年代。 她
每天晚上忙完了家务都习惯铺开
信纸 ， 写几句心里话 ， 说说儿
子， 谈谈工作， 絮叨一下家庭琐
事……她也会经常收到连队战士
寄来的贺卡、 照片和信件。 每年
冬天一到， 战士们就盼着她和孩
子到部队去过年。

有一种爱时空隔断不了， 心
灵有约， 就会一直温暖自己。

追爱八千里

光阴里的老算盘
□宋千寻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