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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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大白兔奶糖来， 我便想
起小时候第一次去北京王府井百
货大楼排队买糖时的情景。

记得那是春节前的一天上
午， 妈妈带我和姐姐去王府井百
货大楼购物 。 刚刚进入大楼一
层， 我们便走不动了。 只见糖果
柜台前早已排满了人， 都是来目
睹全国优秀售货员张秉贵的风
采。 自然， 当时作为少先队员的
我也想借此机会先睹为快。 妈妈
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 便大方地
给了我一些钱， 让我在此排队买
糖， 她和姐姐先去别处转转再回
来找我。

好不容易排到了柜台前。 这
时， 一位中年售货员走过来， 他
亲切地问我 ： “小朋友 ， 买糖
吗？” 望着眼 前 的 叔 叔 ， 我 愣
住了 ： 这 就是闻名全国的劳动

模范张秉贵叔叔吗？ 他的 “一团
火” 精神， 早已在全国百姓们的
心中扎下了根。

“叔叔， 您帮我介绍一种糖
吃吧 ！” 看着面前的劳动模范 ，
我试探地问。 张叔叔也没推辞。
他指着包装纸上印有一只小白兔
的糖果对我说： “这是上海产的
大白兔奶糖， 奶味纯正、 甜味适
中、 又不粘牙， 是大人、 孩子们
最受欢迎的食品之一。 小朋友 ，
要不要买一斤尝尝？”

不为别的， 就冲全国劳模这
个光荣称号， 这糖我也买定了。
更 何 况 ， 我 还 亲 眼 目 睹 了 他
那 比 秤还准的 “一抓准 ” 的功
夫呐……

自打那次从张秉贵叔叔手里
购买了大白兔奶糖之后， 它便成
为我最喜欢吃的食品之一。 但在

我生长的那个年代里， 人们的生
活水平普遍偏低， 除了每年春节
的副食本上那少的可怜的花生、
瓜子之外， 如果能再买上一斤糖
果， 就算非常非常奢侈了。

为了解馋， 我经常 “克扣 ”
爸妈让自己买东西时找回来不多
的零钱用来买大白兔奶糖吃； 还
经常跟小我4岁的弟弟一起捡牙
膏皮和橘子皮 （晒干后） 卖， 然
后再把卖的钱去找张秉贵叔叔买
大白兔奶糖吃。

大白兔奶糖至今仍是我的最
爱。 之所以如此喜爱它， 不仅仅
因为它的价低质优 ， 更重要的
是， 通过当年那次买糖的经历，
我亲眼目睹到劳动模范张秉贵在
工作中的 “一团火” 精神， 这种
敬业精神， 一直是鼓励我、 激励
我和伴随我成长的动力！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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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庭义 文/图

大白兔奶糖和一一团团火火精神

小脚的奶奶宽广的心
□王永圣 文/图

■家庭相册

奶奶离开我们15年了， 可我
还是会时常想起她。妻子也常说，
从来没有觉得奶奶走了， 总觉得
她就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奶奶叫徐圣洁。 过去农村妇
女很少能用到名字，并且要避讳，
所以我长得很大了才知道奶奶的
名字，觉得很好听、很高雅。 奶奶
的模样也像她的名字一样，很美。

1920年的农历八月二十八 ，
奶奶出生在沂蒙山北部丘陵地区
一个自然条件尚好的村子。 像那
个年代农村的绝大多数妇女一
样， 奶奶也没有上过学堂， 也裹
了小脚。 奶奶就是踮着那双现在
想来近乎残疾的小脚， 走过了八
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养育了三个
子女、 养大了四个孙辈。

奶奶一生勤劳。 那些年， 爷
爷当兵去了， 父亲和姑姑年幼，
忙完地里忙家里， 里里外外全靠
奶奶用一双小脚苦苦支撑着。

我们兄妹四人小时候， 父母
和爷爷、 姑姑都要到生产队劳动
挣工分， 一家八口的吃喝拉撒、
浆洗缝补多数都落在奶奶肩上。
可是再苦再累， 奶奶从没有一句
怨言。

对待子女和孙辈， 奶奶都极
为慈爱。 父亲在外地上中学的时
候住校， 周末才能回家， 奶奶从
来不舍得吩咐他干活。 清晨起来
担水， 怕弄出声响惊醒了父亲，
每次都是两手端着水桶到大门外
放下再回来取担杖 ， 等父亲醒
了， 奶奶已经把水缸担满了。

身为长孙的我， 更多地享受
了奶奶的万般宠爱。 我上高中的
时候， 细粮短缺， 吃不上白面 ，
只能每周一次回家背用玉米、 红
薯干加工制成的煎饼卷。 一日三
餐 ， 顿顿煎饼就咸菜 ， 清苦得
很。 奶奶心疼大孙子， 偶尔挖到
一把荠菜或者有点葱花， 就给我
烙一点带馅儿的煎饼。 母亲数落
奶奶不嫌麻烦， 奶奶不辩驳、 不
停手， 只是兀自忙活着， 细心地
把她的心思意念烙进那一张张焦
香酥脆的煎饼中。

1985年秋后， 我入伍到北京
满一年，部队允许家属来探亲了。
奶奶想孙子，父亲就带着奶奶、二
姑和5岁的小表弟来京城看我。我
领着他们逛了天安门广场、故宫、
北海，还逛了中南海，看了毛主席
住过的地方。 那几天， 踮着小脚
步履蹒跚的奶奶走到哪里， 哪里
就是最特别的风景， 游人不看风
景看奶奶。尤其是那些老外，跟着
奶奶走，盯着奶奶的脚看，奶奶竟
然没有一点儿不好意思的样子，
脸上始终洋溢着自豪兴奋的微
笑。 逛一天下来， 我们都感到很
累， 奶奶竟然还能走得动。

从我记事起奶奶身体就不
好， 一到冬天就犯痨病， 咳嗽不
停。 我出生那年奶奶病重， 自感
不久于人世， 去外地看病时给我
买了一顶帽子， 嘱咐父亲： “等
孙子大了告诉他， 这是奶奶给他
买的。” 后来奶奶经常说， 实在
没想到还能看到你们长大成人，
还能托上你的福。

2002年的春天 ， 奶奶病重 ，
看到奶奶瘦得皮包骨头， 想想她
老人家就要离我们远去， 禁不住
涕泪横流。 父亲就劝我：“你不用
难过，你奶奶活得值了，咱这庄里
有哪个老人去过北京？ 人家没吃
过的她吃过了， 人家没见过的她
见过了。 你们两口子对得起你奶
奶， 你奶奶老说在你家住的那半
年是她这辈子过得最好的日子。”

1977年 ， 我在 “迟到 ” 了
11年之后迎来了恢复高考。

将襁褓中的儿子交给婆母，
带着梦想和激情， 我走进了考
场。 几个月后， 我接到了一所
师范专科院校的录取通知书 。
然而事情发生了变故。 春节时
我回家， 被婆母带回老家离开
我才3个月的儿子坚决不让我
上床睡觉。 好不容易被老公哄
睡着， 一觉醒来， 发现了身边
的我 ， 竟然一个巴掌朝我抓

来， 我的脸上立马留下了几道
红印。 儿子哭闹着流泪， 我的
心也在流泪。

冷静地想， 我和老公分居
两地， 工作调动几经波折难以
解决。 如果去读了单位支付学
费的大学 ， 怕是更难调动了 。
数年分离， 我们彼此饱尝了思
念之苦。 最终， 我以放弃上大
学的代价调离了原单位回到了
老公和儿子的身边。

熊掌 和 鱼 不 能 兼 得 ， 别

了， 我的大学！
三年后， 华中师范大学函

授生院招生———我终于圆了自
己的一个梦， 走进了那种被誉
为 “没有围墙的大学”。

函授大学以自学为主， 一
个月集中学习考试一次， 不再
年轻的我紧紧 “抓住青春的尾
巴 ”， 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函授
大学的学习 。 我们班的同学 ，
从40岁左右的企事业骨干到高
中毕业的小青年， 年龄上的差
距几乎隔了一代， 30出头的我
已算是偏老。 但与那帮小我几
岁十几岁的小女生称姐道妹 ，
非常融洽 。 我们在一起学习 、
聊天、 弹琴、 唱歌……那段时
间， 虽然最是繁忙， 但也是我
生命中最好的年华。

工作、学习、生活，亲情、爱
情、友情，哪一样都不能失去，哪一
样都给我以生命的滋润。 经过
了五个寒来暑往， 我通过了20
门功课的考试， 获得了华师大
本科毕业文凭。 我们那个班的同
学，后来有的当了局长 、厂长 ，有
的成了专家、学者，而大部分人
则留在普通教育岗位上为社会
贡献着自己的青春。 这是一段
让我受益终身的经历， 因我没
在该努力的年纪虚度年华。

没有围墙的大学
□刘淑萍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