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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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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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故事

中国模具设计师，好样的！
□孔令建 文/图

我所谋职的东方模具厂有一
台一千五百吨的大型注塑机， 是
专门用来生产日本 “东英 ” 牌
高档收录机外壳的 。 两年前 ，
“东英电子” 研发了一款新产品，
由日本公司设计模具， 并委托韩
国一家模具厂制造。 那天几个日
本客人带着一个翻译， 神气活现
地出现在东方模具厂， 准备为新
做好的模具试模。

在试模前， 照例要打开模具
进行安全排査， 本来这样的小事
儿， 注塑部装模师傅就可以拍板
定夺。 可那个翻译非要东方模具
厂的大咖设计师关汉潮亲力亲
为。 显然， 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
是想借此机会炫耀一下日本高水
准的做模技术， 压压这个东方模
具厂大咖设计师的锐气。

关汉潮到现场察看了一番 ，
模具确实做得一丝不苟， 有大家
风范， 但有一个看似稀松平常实
则致命的错误， 引起了关汉潮的
注意 。 模具的结构其实并不复
杂， 动定模都互有镶件穿插， 左
侧还有一个液压抽芯， 直接穿过
动定模的镶件。 这样的设计， 初
试模时模温较低， 不会出问题，
但久啤之后一旦模温升高， 金属
材料会产生 “涨模” 现象， 液压
抽芯结构的镶件受到动定模镶件
严重地挤压， 就会使液压缸无力
将镶件顺利抽出， 这时大问题就

来了， 注塑机一旦打开， 动定模
将会像爆炸一样全部碎裂变形。

关汉潮将实情告知了翻译 ，
可是翻译不肯直译给日本客人，
还将关汉潮奚落了一顿 ， 说 ：
“日本人设计的模具你大大的放
心好了！ 连世界一流的日本模具
你都指手画脚， 你这个国产的大
咖设计师也太狂妄了吧？”

试模时关汉潮又向翻译黑着
脸唠叨了一番： “你不听我的劝
告， 会有大麻烦的！” 可那个翻
译也是个一根筋的老扛头， 再也
不肯搭理关汉潮了。

关汉潮反复叮嘱试模师傅 ：

一定要用机械手取件， 且操作时
尽量远离注塑机 ， 以免发生意
外。 叮嘱完就回办公室陪日本客
人去了。 一个小时后， 试模师傅
将十几件漂亮精美的塑件送来办
公室， 翻译得意地看了关汉潮一
眼， 好像在说： “是不是， 我说
日本人做的模具你只管放心， 没
错吧？”

关汉潮心想： 你高兴得也太
早了！

大家继续喝茶 ， 聊天 。 约
半个小时后 ， 突然一声天崩地
裂的巨响， 将关汉潮和日本客人
的茶杯都震了起来！ 注塑部装模

师傅这时惊慌失措地冲进办公
室， 哭丧着脸说： “关工， 模具
出大事了！”

是的 ， 模具报废了 。 几天
后， 翻译一改狂妄的口吻， 谦虚
地打电话给关汉潮， 说日本客人
决定将这套报废的模具破天荒让
东方模具厂重新起模。 关汉潮设
计时将外抽芯改成了内抽芯， 避
开了抽芯镶件横插动定模的致命
之错。 模具做好后连啤两年， 毫
发无损。

这时， 翻译才代表日本客人
向关汉潮竖起了大拇指 ， 说 ：
“中国模具设计师， 好样的！”

■家庭相册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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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华 文/图

妈妈都是“全能冠军”
接女儿放学时， 我听见几个

孩子围在一起谈论自己的妈妈。
有人说： “我妈妈会做美食， 会
写文章， 还会自己设计衣服， 我
的衣服都是我妈亲手做的。” 马
上就有一个小女孩接口道： “我
妈妈是公司财务， 给几千个人发
工资， 她会的可多了。” 她扳着
指头， 一个一个地数她母亲的优
点： “会下棋， 会画画， 会做可
乐鸡翅， 会种菜， 会养花， 还会
修理电吹风。” 她一说完， 一个
孩子马上笑起来， 反驳道： “修
理电吹风也算啊？ 我妈妈可是会
修电脑的哦。” 看着他们为妈妈
骄傲的样子， 我知道在他们的心
里， 妈妈都是全能冠军， 没有什
么问题是能难倒的。

想起小时候的我， 也跟他们
一样 ， 对妈妈非常崇拜 ， 总觉
得， 我只要能想得到的事情， 妈
妈都能做到。

那时候家里很穷， 可母亲总
能变戏法似地给生活增添一些惊
喜。 譬如， 把馒头切成块， 加个
鸡蛋做成鸡蛋炒馒头； 譬如， 用
废 旧 的 酒 瓶 子 ， 缠 一 圈 圈 麻
绳 做 成漂亮的花瓶 ； 譬如 ， 买
一些小珠子给我做成彩色的项链
和手链。

记得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商
店橱窗里陈列着一个很漂亮的布
娃娃。 我央求母亲给我买， 她说
钱不够， 回家给我做一个。 回到
家后， 她找了一些旧布， 用针线
给我缝了一个布娃娃 。 自那以

后， 我就知道母亲有一双巧手，
我想要的东西她都能像孙悟空一
样给我 “变” 出来。

还有一次， 我在商店看中了
一顶帽子， 是用毛线编织成的，
央求母亲给我买。 她看了一眼 ，
不屑地说： “这么简单还卖这么
贵 ， 放心 ， 我回去就给你织一
个 。” 她到商店买了一些毛线 ，
回家后就开始织起来。 只两个晚
上的功夫， 一顶漂亮得和卖的几
乎是一模一样的帽子就出品了。
这之前母亲给我织过毛衣 、 手
套， 却没有为我织过帽子， 我见
了格外惊喜， 兴奋地一边把帽子
戴 在 头 上 ， 一 边 夸 奖 母 亲 ：
“妈， 您真是太厉害了， 没想到
您的手艺这么好 ！” 母亲笑了 ，
轻描淡写地回我： “这有啥呀！”

小时候， 我的身体很不好 ，
医生便嘱咐母亲要多给我补充营

养， 而那时候的她， 除了会做几
个炒青菜外， 其他都不会。 她害
怕剖鱼， 害怕杀鸡， 起初还有父
亲帮忙， 但后来父亲外出谋生，
这些事就只能落在她身上。 原本
胆小的母亲一下子变得胆大起
来。 她开始向邻居王大妈请教怎
么剖鱼最快最好， 怎么杀鸡不浪
费鸡血。 她还买了一些烹饪书籍
回来， 一样一样地照着做。 有一
阵子， 她知道我爱吃煎饼果子，
就每天去煎饼摊偷师学艺， 一个
多月后， 她的煎饼果子做得跟师
傅的一模一样了。 我家最困难的
时候， 母亲靠摆摊卖煎饼果子，
极大地改善了家里的生活。

我终于懂得， 每一个女人在
婚前也许什么都不会， 但有了孩
子之后， 必定会渐渐修炼成 “全
能冠军”， 只因为她想给孩子最
想要的生活。

朋友颖的恋爱曾遭到老妈
的坚决反对， 母女二人闹得跟
仇人一样。 最后颖的老妈使出
杀手锏： “你要嫁也行， 咱断
绝母女关系， 家里的东西一根
草也不许带走， 你永远也别再
踏入家门！” 老妈本想吓唬一
下颖， 谁知颖把脚一跺， 做出
“大义凛然 ” 的样子 ： “好 ！
从此我与这个家再无关系！”

就这样， 颖只身远嫁。 颖
的老妈一看事情已无可挽回，
只好服软， 让颖回家。 可颖偏
偏要做个 “有骨气的人”， 不
肯回家， 也不肯跟家人联系。
三年的时间， 颖没有跟老妈打
过一次电话， 两个人真的 “断
绝母女关系” 了。

颖生孩子时难产， 经历千
难万险生了女儿之后， 昏睡了
过去。 她醒来后看着熟睡的女
儿， 涕泪横流地给老妈打了一
个电话： “妈， 对不起， 我错
了！” 颖说， 女儿出生的那一
刻， 她突然有种顿悟的感觉，
孩子是妈的心头肉， 哪个当妈
的不是为了孩子好？ 经历了那
么多事， 她终于明白了老妈的
苦心。

每个人的生命中， 总有那
么几个顿悟时刻 。 那样的时
刻， 是我们脱胎换骨的蜕变过
程， 人会在一瞬间成长。 那个
时刻， 可能成为生命中的分水
岭， 让我们的人生因为顿悟而
发生 “反转”。 因为顿悟， 我
们放弃了愚妄的执念， 进入柳
暗花明的境界。

我30岁之前， 一直抱定的
人生目标是 “出人头地， 做出
一番成绩”。 这与我从小受到
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关，
父母强烈地希望我光耀门楣，
以弥补他们没有儿子的遗憾。
我自知才智平平， 而且性格不
够圆滑， 为人处世的能力也不
行， 很难在群体中脱颖而出。

可为了我的目标， 我付出了比
旁人多几倍的努力。 谁知， 我
毕业后的很多年里， 一直平平
淡淡， 没有失误， 也没有大成
绩， 平庸得像一块角落里的石
头， 没有丝毫闪光点。

很多个晚上， 我做同样一
个梦： 我登着梯子上房顶， 离
房顶只有一步之遥了， 却怎么
都上不去。 我在那里徘徊， 上
不去， 也下不来， 心就像身体
一样悬在半空， 无法释然和轻
松。 懂心理学的朋友说， 你压
力太大了。

一天晚上， 我又做了那个
梦 ， 就在我要踏上房顶的一
瞬间， 却突然摔下来。 我吓得
一下清醒， 睁开眼睛， 窗外是
月色朗照。 我披上衣服， 走到
阳台上 。 夜色宁静 ， 月光如
水， 静静的夜晚温柔恬静。 我
的心突然间无比放松 ， 宇宙
浩瀚， 夜空无垠， 相比来说，
人何其渺小， 谁不是一粒尘埃
呢 ， 我又何必勉强自己像月
亮一样发光呢 ？ 既然我不能
成 为 众 星 所 捧 的 那 个 “ 月
亮”， 何不做一颗安静的星星？
安守在自己的天地即可。 内心
安然， 人生波澜无惊也是一种
幸福。

再次躺到床上， 我像卸下
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 无比轻
松。 那次顿悟之后， 我不再强
求自己， 我开始随遇而安， 也
能够做到得失淡然。 如今， 我
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和心态都很
满意。

人生漫长， 很多时候我们
都容易陷入迷惑中。 还好， 生
活会赐给我们生活智慧， 让我
们在困惑中顿悟。 我们之所以
有顿悟时刻 ， 可能是经历使
然， 可能是外力作用， 也可能
是内心挣扎的自我领悟。 一生
能有那么几次顿悟时刻， 便活
得明明白白了。

生命中的顿悟时刻
□马亚伟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