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和父母之间， 往往都有
“代沟”。 孩子总会嫌弃父母不理
解自己， 而父母也会抱怨孩子不
懂事， 不知父母的良苦用心。

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 没有
人教自己要如何做才算是 “好父
母”， 很多的父母都是摸着石头
过河 ， 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为准
绳， 希望给孩子找一条更宽阔平
坦的人生路。 而孩子并不领情，
他们觉得路在脚下， 想如何走，
走哪条路， 得由自己决定。

孩子和父母之间总会有各种
冲突， 玩游戏的时间、 考试的分
数、 专业的选择……大大小小的
“战役” 一场紧接一场， 此起彼
落， 周而复始。

我和父母之间也是如此。 父
亲是搞建筑的 ， 他曾经一心想
“子承父业”， 可我从来对他的工
作毫无好感。 他总是那么忙， 通
宵达旦地画图、 预算、 结算， 忙
工地上的各种琐事， 却少有关心
我的学习， 更没时间陪我玩。 我
的成长中最重要也最忠实的朋友
是各类书籍， 它们陪伴我度过了
无数个寂寞无聊的时光。

我知道父母一直都不懂我 ，
就像我不理解他们一样。 我们的
成长经历、 成长环境、 人生际遇
各不相同 ， 要想 “懂 ” 真的很
难 。 可是 ， 懂不懂有什么关系
呢？ 我觉得———爱才重要。 我知
道父母爱我， 这就够了。

我的孩子也在渐渐长大， 其
实我也不懂他， 他的许多想法都
超出我的想象和理解范围 ， 不

过， 我没有干涉， 毕竟他的人生
是他的，路在脚下，得由他自己去
闯。 再爱，也不可能庇护他一生。
终有一天 ， 他会像展翅翱翔的
鹰， 飞出去寻找属于他的天空。

我只想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多陪陪他， 跟他一起看书， 通过
书本学会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
识； 一起听歌、 跳舞， 让他乐观
开朗起来， 并保有一颗常常感动
的心 ； 带他见见不同的风土人
情， 异域风光， 让他知道世界很
大， 只有一直努力， 并且强大自
己的能力、 内心， 才能最终抵达
自己想要的人生目标。

或许孩子现在还不能理解我
的所作所为吧， 但只要他知道我
爱他就足够了。 毕竟， 在我们的
人生中———爱才重要。

□罗光太 文/图

爱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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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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
皆有可能
□朱宜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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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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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顺芳 文/图

外婆家有只木盆， 用的是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好的柏木， 做
工精细 ， 散发着温暖的木头香
气。 盆底已经磨得黑亮， 依稀可
看得出岁月留下的痕迹。 这只木
盆是很多年前外公为外婆买的。

外公外婆是传统的封建包办
婚姻 ， 奉从父母之命 ， 媒妁之
言。 外婆在与外公素未谋面的情
况下嫁了过去。 婚后不久， 外公
在县城找了份工作， 几年回不了
一次家， 那时交通极不方便， 外
公走的时候， 外婆把她连夜赶制
的棉袄包起来递给外公。 家里很
穷， 布料钱是外婆替人编竹篮攒
出来的， “快过冬了， 县城厂子
冷， 你拿着棉袄， 不要着凉了。”
外婆说着说着眼泪就默默地流了
出来。

外公这一走就是三年。 农忙
劈柴、 烧火做饭、 照顾孩子便成
了外婆生活的全部， 那时候的思
念就像是哽在喉咙里的血， 外婆
不识字， 写不出来。 只是每当外
公从县城回家过年时， 外婆早早
地就站在村头等他， 那双期盼的
眼眸似乎要将这漫漫雪路望穿。
寒风凛冽， 呼啸着吹散了外婆的
发， 发间是他们大婚时外公给她
打的簪子。

我听外婆说起这些时， 总单
纯以为他们的爱情只是相敬如宾
的将就。

直到那次下学回家， 我看到
一向严肃的外公， 端着一个崭新
的木盆， 里面是外婆泡脚的中药
水。 外公已经八十岁了， 背影伛

偻， 脚步却是沉稳。
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外公总

是沉默寡言、 不苟言笑的。 他习
惯在午后坐在阳台捧一本书； 又
或者去小区楼下和邻居下下象
棋 。 他和外婆的相处也总是平
静， 没有甜言蜜语， 也没有礼物
惊喜， 有时还会嫌弃外婆的碎碎
念。 可是这样严肃的外公退休以
后却给外婆做了二十多年的营养
三餐。 而那每晚端着木盆给外婆
泡脚的事儿 ， 似乎已经成了习
惯。 那木盆我帮忙端过， 沉甸甸
的， 像盛满了他们一生的爱。

阴雨霏霏的夏， 外公经常腰

痛到直不起来， 外婆细心地为他
擦药， 后来我担心外公的腰伤，
多问了几句， 外婆抹着眼泪说：
“寒冬腊月， 我听说你外公要回
家， 冒着大雪去接他， 车堵在雪
地里晚了点， 等得太久我便落
了寒腿的毛病 ， 至于你外公的
腰， 是他给我做泡腿的木盆时伤
到的。”

外公倔强认真地为外婆做木
盆的模样， 在我脑海里浮现着。
用那个年代极好的柏木， 一刀一
木， 都倾注了浓情蜜意。 我忽然
发觉， 原来爱是动词， 需要的不
只是几句甜言蜜语的我爱你。

外婆在老家的时候生了场大
病， 天下着瓢泼大雨， 外公没有
赶上客车， 硬是从县城跑了几百
里回了家， 溅了一身泥泞。 到家
的时候外公全身湿透， 见外婆高
烧未退 ， 便立刻坐在炉子旁煮
药， 一口一口地喂给外婆， 外婆
吐了一半的药， 折腾了一宿， 终
是退了烧。

那个听说外婆生病了， 冒着
大雨跑几百里路回来见外婆的男
人， 是我的外公； 那个退休后照
顾外婆衣食起居， 无微不至的男
人， 是我的外公； 那个为了给外
婆做木盆 ， 导致腰肌劳损的男
人， 还是我的外公。

去年七夕 ， 我买了一束玫
瑰， 小心翼翼地跟外公商量着把
玫瑰送给外婆， 他忽然笑了，“都
这么大年纪了，哪能送花啊。” 可
是当外公把花递给外婆时， 外婆
开心得像个孩子， 眉眼都是醉人
的笑意。 那一刻我似乎领悟了，
这个世界， 最美好的爱情， 莫过
于此。 没有轰轰烈烈， 没有海誓
山盟， 而那爱， 平静淡然， 在漫
长的岁月里， 始终如一。

外婆和外公的照片背面， 是
外公用笔不知道描了多少遍的字
迹———“不负光阴， 不负卿”。

时光冗长， 岁月安稳， 愿这
一生有人与君共黄昏， 有人问汝
粥可温， 不负光阴不负卿。

这回王涛可真是 “老虎吃
天， 无从下口了”。

面对着集成化极高的电路板
块， 几次站在这个庞大的动车面
前， 茶不思、 饭不想， 看着电压
传感器发呆。 有人看出了王涛不
死心； 也有人说他黔驴技穷了。

电压传感器模块价值136万，
发生故障必须 “整体更换”。 王
涛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这是厂
家的设计要求， 推翻或改进谈何
容易！

那天晚上， 王涛听电台的新
闻， 突然心生一计。 愁了这么些
天 ， 王涛的心情忽然释然了许
多。 第二天， 他便迫不及待地一
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了工大的校
园。 经过他多方打听， 终于联系
上了一位电台里提到的、 在电气
工程方面极权威的教授。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王涛
的真诚打动了这位白发苍苍的学
者。 老教授不但给予了方向性和
具体的指点， 还说了让他信心倍
增的话： “所有的组成都不是铁
板一块， 一切皆可分解。”

至此， 王涛开始查资料， 做
改进， 一次不行， 推倒重来。 每
当试验失败的时刻， 他总能想起
老教授的话， 一直激励着他， 成
了他坚持下来的理由和动力。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 不
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王涛整整
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 经过数次
的失败， 电压传感器模块的改进
方案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为保险起见， 王涛进行了实
地试验。 他通过旧料拆解的办法
进行配件互换， 在停留车上进行
24小时不间断供电试验， 及时监
控变量， 没发现问题。 然后， 他
才把改进的模块安装到试运行的
动车上， 进行上线试验。 经过反
复地进行静态和动态试验， 终于
推翻了厂家的 “整体更换论”。

试验成功的当天， 王涛流下
了激动的泪水， 工友们没白跟着
遭罪。 这些天， 正是数伏最热的
时候，每天都是汗流浃背。后来经
过厂家权威专家研究后，肯定了
王涛的技术方案， 专家们竖起了
大拇指， 盛赞王涛的技改精神。

更没有料到的是， 这项技术
成果的改进， 每年可节约600余
万元， 这个天文数字， 让工友们
始料不及， 为有王涛这样的工友
由衷地感到自豪！

王涛， 只是动车段一线的一
位普通的高级技师。

他用行动告诉我们， 世上无
难事 ， 只要肯攀登 。 只要你敢
想， 方法总比问题多， 一切皆有
可能。

不负光阴不负卿

外公十六岁那年 。 寒冬腊
月里， 天还未亮， 地主就逼着外
公去清理羊圈。 外公带着怨气干
了一阵活儿后， 浑身是汗， 他把
自己仅有的一件御寒羊皮袄放在
了圈墙上， 没想到被地主家的狗
叼走了， 吃掉了一半。 外公一气
之下去当了兵。

外公南征北战， 参加大大小
小的战役数不清， 只要你看看他
身上的几处伤疤就知道了。 有一
个弹片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差点
要了他的命。 再看看他那些泛黄
的 军功本 ，一等功一次 、二等功
两次、三等功两次，上面的印章依
旧鲜红。 还有四五个沉甸甸的奖
章， 有的上面还系着红布带。 看
着这些， 仿佛还能看到硝烟弥漫
的战场，听见震耳欲聋的喊杀声。

有一次，在朝鲜战场上，战斗
打得非常惨烈， 敌人的飞机把我

军阵地几乎夷为了平地， 外公和
战友们誓死守卫阵地。 经过敌机
几番轰炸后，部队伤亡惨重。他们
突然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等部队
撤过一个山头后， 外公却发现小
李子不见了，战友们都说没看见。
小李子是外公的老乡， 也是战场
上的生死兄弟。 眼见敌人的枪声
越来越清晰，容不得外公多想，他
再次冒着枪林弹雨返回了阵地。
结果发现小李子正躺在血泊中，
呻吟着，腿被飞机炸掉了一条。

外公背起小李子就跑， 他们
曾约定战争结束后 ， 一起回故
乡。 小李子大骂外公， 叫他不要
管自己， 赶紧追赶大部队， 不然
两个人都会死， 外公怎么会丢下
他。为了不暴露目标，外公背着小
李子跑进了一片树林 。 小李 子
哀求外公把他放下来 ， 说口渴
了。谁知外公去找水时，林子里传
来一声枪响。 外公疯了似地往回
跑，一切都来不及了。小李子结束
了自己的生命，滚下了山坡……

外公退伍时， 被安排在城里
从事教育工作， 但他还是选择了
回故乡。

现在外公年事已高， 很多事
情他已经淡忘了。 但你说起抗美
援朝， 他的眼神立马清亮起来。
如果你要提起小李子， 他便会嘴
唇颤动， 满含泪水。

外公老了， 但他的腰依旧直
挺挺的， 走起路来就像当年那样
“雄赳赳， 气昂昂”。 仍有种不可
战胜的中国军人气质。

归来
仍是少年
□王旭升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