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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立华 文/图

父母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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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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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相册

外外冷冷内内热热的的刘刘班班长长
□赵闻迪 文/ 图

几个月前， 我们部门综合班
的马班长退休了， 部门领导经过
商量， 调来检修队的刘师傅当综
合班的班长。 消息一公布， 同事
们议论纷纷。 许大姐说： “这个
刘班长以前跟我共事过， 一天到
晚绷着一张脸， 面色沉重， 从未
见他笑过。 不太好相处呢。” 李
师傅说 ： “他跟我坐同一辆班
车 ， 很少见他跟别人说话 。 不
过 ， 他倒是常常提醒司机师傅
‘开慢点’、 ‘别跟出租车抢’ 之
类的， 真是多此一举。” 小王说：
“我听检修队的人说， 他们都怕
跟他搭档干活。 他干活特刻板、
挑剔， 一点点不满意就要返工。
他到综合班当班长， 一定更严格
古板、 更不近人情， 这下综合班
的人可有罪受喽！”

没过多久， 刘班长走马上任
了。 他中等个头儿， 皮肤黑黄，
一张方方正正的国字脸， 剃成板
寸的头发更显得脸方， 两道浓眉
下架着一副眼镜， 看人时目光专

注， 果然举止严肃、 不苟言笑。
前任马班长退休前， 综合班

的休息室进行维修。 有的值夜班
的班员便以设施不齐全、 噪音大
为借口 ， 半夜偷偷 “溜号 ” 回
家， 劳动纪律有些松散。 刘班长
上任后， 先不提劳动纪律的事，
而是督促装修公司加紧维修进
度， 并亲自 “监工” 把关。 等休
息室装修完成、 清洁通风后， 他
把班员召集起来开会， 重申劳动
纪律的重要性， 征集大家的意见
和建议， 制定了奖惩考核制度，
语气严厉地说： “从今天起， 谁
要是再脱岗、 睡觉、 溜号， 我就
按照制度执行、 绝不通融！” 说
到做到， 他隔三差五就半夜进厂
查岗 ，被 “逮到 ”的人 ，被通报批
评、严厉处罚。一时间综合班叫苦
连天，但劳动纪律明显好转。

一个月后， 部门为综合班配
了一台微波炉。 大家都在奇怪怎
么回事时 ， 部门经理解释道 ：
“刘班长夜间查岗， 发现值班员

饿了只能啃冷干粮， 便打报告申
请配一台微波炉， 这样夜里值班
的人就能煮点热饭热汤吃了 。”
打那起， 综合班抱怨刘班长的人
渐渐少了。

一个阴雨天， 我们化验室申
请的做实验用的十袋沙子到货
了。 因为送货司机弄错了地方，
把货送到另一个化验室就走了。
这下可把我们班长急坏了。 我提
议： “跟刘班长借一辆三轮车。”
班长犹豫了一下： “刘班长那个
人看上去不好讲话， 况且他常到
现场， 自己也要用三轮车， 未必
肯借。” 我一听也犹豫了， 想了
一下， 说： “我去借一下试试。”
没想到刘班长不但一口就答应
了 ， 而且得知我们班里没人会
骑， 马上说： “我去帮你们拉回
来。” 我不好意思： “你一天忙
到晚， 只有中午这点休息时间，
怎么好麻烦你、 耽误你休息呢？”
“不要紧， 工作重要。” 话音未落
他就拿上钥匙出了门。 在他的帮
助下 ， 十袋沙子很快就运回来
了。 看着他被雨水淋湿的衣服和
头发，我和班长一个劲儿道谢。他
摆摆手说：“都是兄弟班组， 有困
难吱一声。 ”

今年入夏时， 开报告单的打
印机突然出了故障， 我弄了半天
也没弄好， 急得满头大汗。 正巧
刘班长路过， 停下来问清原因，
马上跑到综合班拿来工具， 半蹲
着帮我修理打印机。 天气热， 他
的工作服一会儿就汗湿了， 额头
也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 二十多
分钟后 ， 终于修好了 ， 他直起
身， 松了口气， 说： “赶紧给客
户打单子吧。” 我心里一阵感动，
竟然忘了说一声 “谢谢”。

俗话说： “路遥知马力， 日
久见人心。” 如今， 谁提起刘班
长都会夸道： “别看他整天冷着
个脸， 其实心肠热着呢！”

少女时期的母亲 ， 把自己
的爱情描绘了无数的蓝本， 浪
漫的、 奢华的、 大气的、 引人
注目的 。 但是她万万没想到 ，
父亲却是这般的木讷、 不解风
情。 结婚那天， 母亲感觉被自
己的婚姻伤害了， 她觉得爱情
还没来就已经远去。

母亲年轻的时候漂亮 、 聪
明， 两根乌黑溜光的大麻花辫
子一直垂到腰上， 走起路来风
摆杨柳。 她在村里的俱乐部唱
样板戏 ， 什么铁梅 、 阿庆嫂 、
喜儿， 演谁像谁， 那也是响当
当的 “角儿 ”。 尤其是演 《白
毛女》 中的喜儿， 母亲那头飘
逸的白发在迎风凌乱， 悲苦的
模样让台下观众不住地抹眼泪
儿， 简直把人都演活了。

母亲嘴里我那个 “一棒子
打不出个响屁” 的父亲， 在看
了母亲演的戏后， 执意地要他
父亲、 我的爷爷托媒人去我姥
姥家提亲。 这门亲事母亲自然
是不愿意， 她对这个 “傻不拉
叽的小子 ” 早有耳闻 ， 怎奈
是， 姥姥村的支书是父亲的姨
表哥， 他先给我姥爷安排到生
产队的磨坊里磨面， 又让我舅
舅去公社学开拖拉机， 这可是
人人羡慕的 “肥 ”差事 ，母亲再
不应下， 我姥姥都不答应。 就
这样， 在父亲的暗箱操作、 软
磨硬泡中，我母亲“下嫁”了。

婚后， 母亲三天回门就住
到姥姥家再也不和父亲回去
了。 父亲就每天后半晌干完大

队的活就去姥姥家等着， 一连
等到十天头儿上， 母亲还没有
回家的意思。 这天， 父亲看姥
姥和母亲都吃了晚饭了， 就悄
悄扯了扯母亲的袖子， 母亲一
甩手把父亲甩开了， 父亲也急
眼了， 他忽然拉开架势唱了起
来： “贫下中农颗颗心把咱盼
望 ， 盼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 。
早上不去等晌午， 晌午不去等
后晌。 天天盼、 夜夜想， 等你
盼你想你念你， 谁知道你的心

比那冰棍还凉 。” 父亲这一出
豫剧 《朝阳沟》 把母亲给唱蒙
了， 姥姥姥爷也面面相觑， 转
而一家人大笑起来。 在他们的
撺掇下， 母亲当晚就乖乖地和
父亲这个贫下中农回了家。 说
起这些 ， 母亲眼里还含着笑 ：
“可叫你爹把我吓着了 ， 我心
说， 这小子也不傻啊！”

母亲并没有和父亲从此过
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父亲依旧
是沉默寡言， 母亲对他的木讷
很是无奈。 母亲的好身材在妹
妹出生后就走样了， 她因此苦
恼不已。 那段时间母亲拼命减
肥， 父亲不干了， 他逼着母亲
吃饭， 说不吃饭妹妹没有奶水
吃。 母亲被逼急了就和父亲吵
架， 继而开始节食。 父亲可吓
坏了， 他捧着碗说： “再吃点
儿， 再吃点儿， 我闺女还要吃
奶呢 ！” 母亲把脸转过去不理
他。 父亲把碗 “啪” 一下拍在
桌子上， 他指着母亲唱道：“这
老刁，你耍的什么鬼花样？ ”母
亲吓一跳 ， 父亲瓮声瓮气地念
白道：“饿瘦了再找个比我好的
么 ？ 想都不要想 ， 哇呀呀呀
……”母亲没憋住， 破涕为笑，
乖乖把饭吃了， 那身材一直胖
到今天也没有减下去。

这些都 是 母 亲 讲 给 我 听
的， 我从没见过父亲唱戏的样
子。 只是每每村里唱大戏他都
会陪着母亲一块儿去看， 回家
后会不屑地表示没有一个扮相
和唱腔能比得上母亲的。

■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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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 文/ 图

““出出走走””的的手手艺艺人人
在这个 “飞奔” 的时代， 城

市里的一些传统老手艺人的背影
已渐行渐远。 我有时真想拉住他
们的衣襟， 挽留中带着不舍的语
气说上一声， 慢些走啊……

如果我没有来到城市， 兴许
也是靠手艺养活一辈子。

那是1987年8月 ， 我从县城
中学毕业，上大学读医学院的梦，
在轰隆隆的雷声里破碎了。 那一
年， 我18岁了。

沉沉的闷雷声， 从山梁上望
天，风把沉重的黑云缓缓推动着。
山梁上，响起一阵吹羊角的“呜呜
呜”声，那是罗老大正兜售着他的
生意， 罗老大就是罗永贵， 乡里
很著名的一个劁猪匠。 精瘦的罗
老大挎一个帆布包包， 上面是大
红的字： “为人民服务”。

“娃 ， 我看 ， 你得去学门手
艺 ， 天旱 ， 也饿不死手艺人 ！”
爸抬起头， 目光里几乎是命令。

“学啥， 爸？” 我迷糊着问。
“学啥， 还有啥可学的， 跟罗老
大就学劁猪呗 ， 你考不上医学
院， 把劁猪手艺学好了， 也是相
当于给牲口们做手术， 跟医学院
出来其实差不了多少。” 爸站起
身， 他背着手， 望着天， 在院坝
上兜着圈开导我说。

我堂伯从乡里铁匠铺回来 ，
他给我打了一把锄头 、 一把镰
刀、 一把砍刀。 堂伯风一般飘到
了我家门前， 拍着我的肩膀说：
“侄儿啊 ， 中国有好几亿农民 ，
我看靠种地， 也还是能活命！”

我爸有些烦躁地推开堂伯
说： “大哥， 你就别说这些了，
俗话说得好， 良田万亩不如薄技
在身， 我跟罗老大已说好了， 跟
他去学劁猪。”

罗老大 “呜呜呜” 吹着羊角
来到我家。 我妈说： “娃啊， 你
还不赶快给师父跪下。” 我半跪
下去 ， 怯生生叫了一声 ： “师
父！ ”罗老大扶起我，把我的眼皮
抬起一看： “娃娃， 你眼里有一
股杀气， 我看适合学这个手艺。”

还有更好的路么？ 我只有从
命。 我跟罗老大 “呜呜呜” 吹着
羊角上路了。 他一顶破帽遮颜，
还真像一个古代的侠客模样。 罗
老大有一个小本子， 上面登记着
全乡公猪母猪的养殖数据 ， 他
说， 这些数据都是从乡里兽医站
那里抄来的。

来到一户农家， 主人端了一
碗柴火灶里煮的荷包蛋出来， 上
面还浮着一层稻草灰。 主人见他
后面还跟着一个人， 有些尴尬，
罗老大介绍说： “这是我徒弟，

我们师徒一起吃。”
猪圈里， 一头公猪似乎嗅出

了啥不妙的气味， 朝圈门不安地
拱动着。 罗老大对主人说： “开
始吧。” 他走在最前面， 示意我
一起去把猪拖过来。

三人合力把那头嚎叫的猪一
起按住， 我腿打着颤， 罗老大取
下嘴里含住的锋利小刀， 手起刀
落间， 一团血糊糊的东西扔到了
盆子里， 那是猪卵。 我爸说过，
我小时候缺奶水， 就是靠罗老大
把一袋一袋的猪卵拿来给我妈催
奶。 我妈说， 吃那些东西， 都吃
得作呕了。 爸说： “你同罗老大
的缘分， 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天， 我看到那头垂头丧气
的猪恹恹着回到圈里， 我本能地
蹲下了身， 感觉刚才是自己被阉
割了似的。

我确实是一个天资聪颖的
人， 不到一个月， 就把罗老大的
手艺几乎全学会了。 罗老大乐呵
呵地对我说： “我可以放心退休
了， 你是我的关门弟子。”

两个月后的一天， 我给爸鞠
躬请求： “爸， 让我去复读吧，
我不是当劁猪匠的料儿！” 我妈
带着哭腔， 配合着我一起求爸，
让娃娃再去复读一年吧。 “去吧
去吧。” 爸挥挥手。

秋深了， 山路上已有了霜，
我背着书包， 返回县城中学去复
读高三。

“徒弟， 徒弟！” 一个声音高
喊着我， 是罗老大， 他喘着粗气
赶来， 送我一样东西， 一只吹口
哨的羊角 。 他望着我说 ： “徒
弟， 我早就明白， 你不是当劁猪
匠的命， 我们师徒两个月， 送你
做个纪念吧。 到了学校一定要好
好读书， 考出去！”

我收下羊角， 罗老大一把搂
住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