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父脸上的笑容很慈祥很温
暖。 祖父永远着一袭黑布衫， 身
子 永 远 裹 着 一 层 浓 浓 的 旱 烟
味 。 祖父的裤子裤腰很大， 穿裤
时将裤腰左右对叠插在腰间的麻
绳里。

父亲跟叔父商量好了的， 两
人轮流赡养祖父， 一年一换。 说
是赡养， 只不过是叫祖父一起吃
饭罢了 。 祖父几年不添一套衣
服， 日常饮食起居不但不连累
任 何 人 ， 还 可 以 分 担 家 庭 事
务 ， 做些手工补贴家用。 至于寻
医问药， 祖父从没生过大病。 偶
有伤风感冒、 划皮崴骨， 祖父一
律都是用他的 “百草药” ———亦
根亦茎， 亦花亦叶， 田边地角信
手拈来。

只要不下雨， 上山砍松木是
祖父日复一日雷打不动的活儿。
太阳下山了， 祖父背着沉沉的背
篓沐着血红的夕阳回来 。 回到

家， 祖父又趁着天光在门口的
木 疙 瘩 上 将 松 木 劈 成 瘦 肉 样
的条状 。 要是劈松茎 ， 还会从
里面掉下几只又白又胖的虫子
来。 待祖父提着盛满松条的篮子
走了， 我们就持根短棍仔细扒开
地上的木屑， 捡拾一只只虫子放
进玻璃瓶里 ， 等第二天焙得焦
黄， 放进嘴里咂咂有声地吃， 羡
煞那些嘴馋的伙伴。

祖父当年闹了一个笑话， 落
下的笑柄 “盛行” 了好久。 在烈
火的攻势下， 锅里的饭汤膨出来
了， 祖父不关火或把锅端下来，
而是猴急地把锅盖盖住， 盖子上
还要压一个秤砣， 想把沸腾的饭
汤压下去， 不想加剧了沸腾的威
力， 膨出的饭汤一股脑儿泼在火
塘里， 弄得满屋灰尘滚滚， 屋里
的人也落得个面目全非。 别人气
不打一处来， 祖父却眯着灰蒙蒙
的眼睛嗤嗤地笑。 难以置信的是
祖父非但不匡谬， 每次遇到类似
情况还是如此， 所以祖父成了村
人嘴里的 “三高霄 ” （侗语即
“笨脑壳老三”）。

祖父有四胞兄弟， 他排行老
三。 四兄弟中就数祖父最老实最
没出息。 大伯祖是道师， 二伯祖
会算命， 叔祖会劁猪会吹唢呐，
三个兄弟不但能讨些饭食， 多少
还能找些碎银子， 而祖父连栽秧
和犁田都不会。 但他从不为这些
着急， 心胸泰然、 笑意盈盈地做
他的 “三高霄”。 集体出工那阵
儿， 别人在田里犁田栽秧做轻松
活儿， 祖父就整天咯吱咯吱地挑
牛粪， 脸笑眯眯的， 不管肩膀的
皮破了一层又一层。

祖父脑袋不灵光， 对读书习
文却百般崇敬， 颇有几分孔乙己
的影子。

祖父不识几个字， 跟人说话
却经常带些 “四言八句”， 诸如
“一字值千金” “积金积银不如
积书教子” “犁得深来钯得烂，
一碗泥巴一碗饭” 等。 看见祖父
坐在脚盆边给煮得半生不熟的洋
芋褪皮， 我们就拢过去百般讨好
地做帮手， 巴望祖父把一个洋芋
塞进我们嘴里。 祖父摸透我们的
心事， 却不轻易让我们得逞， 而
是就地捡根枝条在地上写几个字
让我们认， 认上五个的就奖赏一
个洋芋。

看到我们亵渎文字时， 一向
乐观的祖父也会显出愤怒， 比如
看到我们焚烧有文字的纸片， 他
就凶巴巴地嚷： “要烂手！ 要瞎
眼！ 要有罪！”

那年暑假， 看到父母为考上
中学的大姐、 二姐的学费发愁，
祖父破天荒地编起了背篓， 哼着
歌谣编了拆， 拆了又编， 终于编
成几个像样的了， 就背到集市上
去卖。 学校开学了， 大姐和二姐
坐进了中学的课堂。

祖父床底下放着一个长年锁
着的小木箱， 我们几次央求他打
开给我们看他都不许。 直至他去
世 ， 小木箱的秘密才大白于天
下———除了祖母跟他定亲时亲自
给他缝制的一方头帕和一叠契约
外， 尽是父亲和叔父早年读书的
课本和作业本。

岁月日复一日地将祖父往深
处拉， 他会大半天坐在家门口
看天上滚滚流去 的 云 。 晚上 ，
祖父坐在灯下吃饭 ， 不说一句
话 ， 任凭围坐一圈的家人或争
吵， 或谈笑。

那个早上， 阳光从窗户的纸
窟窿投进祖父的房间， 几天不出
房门的祖父要父亲背他出屋晒晒
太阳。

大片大片的阳光洒向大地 ，
坐在竹椅上闭目养神的祖父脸上
泛出一晕潮红， 天地间显得十分
安详。

当父亲背祖父回家时， 发现
祖父已是气若游丝。

祖父就这样走了， 他是带上
阳光一起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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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球形红磷， 一根方棱木
棍， 构成一枚火柴。 一枚枚簇拥
着躺在长方纸盒内， 貌似乖巧 、
安静 ， 却有着火热 、 激情的心
梦 。 火柴盒一推一拉 ， 抽出一
枚， 在黑色磷片上一划 ， 嗤地
擦燃 ， 一簇灿然的火焰 ， 瞬间
点亮了黑暗、 送来了温暖、 引燃
了希望。

火柴， 是王愿坚笔下红军战
士的信仰之光， 是安徒生笔下小
女孩的幸福之门。 于我， 火柴相
伴的岁月 ， 却是永远的快乐天
堂。

那盏亮在童年夜里的煤油
灯， 一直闪耀、 跳动， 如初心不
灭。 晚饭吃罢， 方桌摆上炕， 煤
油灯出场。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窗
台上方正小巧的火柴盒， 在胸前
“哗啦啦 ” 一晃 ， 抽一枚划燃 ，
眼瞅着火焰由小苗到茁壮， 慢慢
吞噬火柴棍 ， 映红我稚嫩的脸
庞。 待到火柴燃烧殆尽， 拇指食
指有了灼热感， 才不舍地引燃灯
捻， 照亮满屋； 摊开书本， 写字
读书。

煤油顺着灯捻悄悄上输、 发
光， 知识跳出书本慢慢充盈我的
心脑 ， 一夜又一夜 。 劳累的父
亲 ， 斜靠在被子上 ， 捏着火柴
梗， 享受地掏着耳朵， 不时咳几
声； 母亲借着闪动的灯光， 纳鞋
底 、 编草帽 、 缝衣裳 ， 默不作
声。 有时， 父亲会喊一声： 来，
给爹点支烟 。 我麻利地划着火
柴， 凑前点着爹早已叼在嘴里的
大叶烟卷， 吧嗒吧嗒抽几下， 瞬
时烟雾缭绕。 有时， 母亲也会喊
一声： 来， 读段课文。 我用火柴
棍挑亮油灯， 郑重其事地捧着书
本， 朗读起来。 母亲边忙边听，
津津有味。 烟卷味、 煤油味虽熏
得眼睛模糊、 鼻孔乌黑， 却是温
馨、 难忘。

小伙伴们会偷偷揣着火柴，
将 “厨房 ” 移到野外 。 颗粒饱
满、 一掐溢出白汤的嫩玉米， 黑
了叶子、 撑破地皮的红薯， 钻在
土里、 成熟硕大的土豆， 遍地的

花生、 满树的核桃， 早已令我们
垂涎欲滴。 避着大人， 采来 “硕
果”， 在河边、 地边， 垒起石灶
或挖好土窑， 架起柴草； 擦燃火
柴， 双手捂住以防风刮； 点燃、
吹旺、 烘烤， 便可静等天然野味
烧烤出炉了。 大快朵颐后， 一个
个成了花猫脸。 下河洗涮， 运气
好的话， 还可摸到草鱼、 田鸡，
继续烧烤， 悠哉快哉。

玩儿是童年的主题 。 废旧
的自行车链条、 辐条螺帽、 轮
胎皮带、 粗细铁丝， 经小伙伴们
的 “传帮带”， 总能制作出精巧
好玩的手中 “神器” ———链条火
柴枪 。 装上 火 柴 红 磷 及 火 柴
棍 ， 扣动扳机， 伴着响亮的一
声 “啪”， 火柴棍飞出， 心也跟
着飞扬， 制作火柴枪的辛苦与焦
灼瞬时烟消云散， 沉醉在红磷燃
烧的味道中。

过年时节， 白天揣着鞭炮和
火柴， 走街串巷， 放炮疯玩； 只
有晚上， 遵照母亲吩咐， 划燃火
柴虔诚地给 “祖宗 ” 点烛 、 焚
香， 才安静下来， 若有所思、 生
了心事。

打火机大行其道的今天， 火
柴日渐消失， 连当年最火的 “泊
头” 国货老品牌， 也永远退出了
历史舞台。 那日， 燃气灶电动打
火器坏掉， 却找不到火柴引燃。
下楼找了若干超市 ， 均告知没
有， 最后只得买了打火机回家，
点灶时还烫了手一下， 远没有火
柴方便。

好想再次推拉开小小火柴
盒， 划燃火柴， 点灯、 煮饭、 烧
烤、 打枪、 放炮， 重回与火柴相
伴的快乐天堂。 可这一切， 一如
那一枚枚火柴， 永不再来， 惟留
记忆。

因了火柴的命运， 乌克兰一
位设计师设计了一款火柴日历，
每过一天 ， 就燃掉一根 。 看着
“昨天” 在眼前消散， 是否应该
更加珍惜 “今天”， 让每天都要
发光发热好好过 ， 都要值得铭
记、 如在天堂。

■家庭相册

■工友情怀
■青春岁月

□张金刚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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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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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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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 ， 职工们开玩笑 ，
说今天出力， 多费了半个馒头。
可对于高铁机械师冷宏军来说 ，
最费的不是馒头， 而是脚上的那
双鞋！

高铁机械师分为随车机械师
和地勤机械师， 冷宏军正是地勤
机械师。

工友给冷宏军算过， 每天他
要在检修大库走上十几圈不等，
一圈两里地， 一天平均也有三十
里地左右，一夏天穿坏了四双鞋。

驻勤四年， 一次春节没回过
家。 日夜坚守在动车检修一线。
他年累计走的路， 工友们不敢再
细算， 数目大得惊人。

每走一处， 他都是认认真真
地检查车辆零部件 。 转向架构
架 、 车轮 、 空气弹簧及减震装
置， 每一个零部件微小的故障都
会引发列车高速运行的大故障。
冷宏军从来不敢怠慢， 这是人命

关天的大事！ 目光随手电光走，
每钻每跨都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一点一滴， 丝毫不差。

他先后去过广州 、 唐山等
地学习动车检修技能。 冷宏军
的路没少走， 功夫也没少下。 他
经常翻开动车各系统的图纸， 反
复研究， 遇到不懂的绝不过夜，
及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求教 。
“功夫不负有心人”， 冷宏军很快
成长为动车检修领域的技术 “大
拿”。

他在高寒高铁动车检修岗位

上累计检修动车20000余组 ， 创
下了动车检修纪录， 实现了动车
“零故障出库” 的工作目标， 为
高寒高铁动车运行安全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 多年的恪尽职守、 兢
兢业业， 终于有了回报。 这个从
脚底板走出的地勤机械师， 先后
荣获 “火车头奖章”、 “全路劳
动模范” 最高殊荣。

北方的冬季漫长 ， 他经常
提醒自己 ， 冬季是高寒高铁运
输安全的最关键的季节， 早晚温
差大 ， 大部件易造成裂纹等故
障， 加之走行部的冰溜子极容易
掩盖隐患 。 为此 ， 每次清理冰
雪， 他总是第一个冲在前头。 清
理结束后， 他还要在车底走上一
遍， 仔细检查车辆悬挂装置和零
部件作用状态。 整个冬天， 冷宏
军的手累得都举不过头顶， 脚就
没停歇过。

这个脚底板走出来的高铁地
勤机械师， 就是凭着这股子韧劲
儿， 每走一步， 踏踏实实， 每到
一处， 认认真真， 日复一日地坚
守在动车检修岗位上， 保证了动
车运输和旅客出行的一方平安。

火柴天堂

“走”出来的高铁机械师
□朱宜尧 文/图

□□龙龙立立榜榜 文文//图图

祖祖 父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