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 师 老 刘
□刘光兵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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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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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刘是我小学时的老师， 教
我们时， 老刘并不老， 只有三十
多岁。 中等个儿， 身体精瘦。 那
时村里只有两个年级， 一个班二
十多个学生， 就老刘一个人教。
教室由两间土垒的牛屋改成， 临
时在墙上开了个小小的窗口， 勉
强透些光。

当时家里穷， 学生们很少有
桌椅板凳的， 老刘自己动手， 挑
水和泥， 用土坯做了一排排桌椅
板凳。 就在这里， 老刘开始了他
的又一段教学生涯。

其实老刘挺亏的， 师范毕业
后， 没做几年正式老师， 就被下
放到我们村， 做了一名农民。 后
来国家提倡自主办学， 村里找到
他， 让他办了这个学校， 又做起
了老师。 那时虽然我们还小， 但
对老刘的经历也很清楚 ， 就问
他： “老师， 正式的变成临时的
了， 感觉亏吗？” 老刘露出憨憨
的笑容， 说： “亏啥呀， 该怎样
便怎样呗， 做啥不是一辈子呢？
干啥都是吃饭！” 我们还想多问
几句 ， 但看老刘那笑眯眯的样
子， 便没什么话说了。

班上二十多个学生分属一二
年级， 我那时上二年级。 每节课
老刘都是先教一年级， 我们在旁
边跟着看、 读。 到最后， 所有的
拼音字母都让我们背得滚瓜烂
熟， 我的拼音基础就是那时打下
来的。 教二年级时， 一年级的学
生便自由作业 ， 等我们内容教
完， 一节课便结束了。 课间， 我
们会问 ： “老师 ， 这样累吗 ？”
老刘说： “这累啥？ 以前没下放

时， 我在一所学校， 五个年级就
一个班， 叫大单班， 就我一个人
呢！” 我们听了瞠目结舌。

课堂上， 老刘除了给我们教
学拼音和汉字， 便是讲故事。 老
刘爱讲故事， 肚子里故事也多 。
用老刘的话说， 讲故事是休息大
脑。 每次我们听课认真了， 作业
完成了， 老刘便会说： “今天表
现好， 奖励你们一个故事！” 我
们便瞪大眼睛， 鸦雀无声。 老刘
讲的大多是古代的事情， 岳飞的
精忠报国， 于谦的保卫北京等，
都是那时听来的。 牛屋一年， 我
听了许多这样的故事， 激起了对
英雄人物的无限景仰， 也在我幼
小的心田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

老刘家人多地少 ， 生活清
贫。 每年农忙假后， 老刘便会瘦
一圈， 但上起课来， 依然生龙活
虎的。 家长们背地说， 老刘传统
着呢 ！ 非要生个男孩 。 我们一
算， 果然， 老刘五个女儿， 最后
一个是儿子。 孩子多， 生活应该

很辛苦， 不过老刘似乎没觉着。
课余时， 老刘会抱着儿子在墙根
下晒太阳， 眯起两只眼， 嘴角挂
着幸福的笑容。

后来， 我们渐渐长大， 外出
求学， 工作定居， 一步步地离开
家乡， 老刘离我们也就越来越远
了。 但偶尔， 乡亲间会传来老刘
的一些消息 ， 如转正了 ， 退休
了 ， 儿子女儿也都成国家教师
了， 生活越来越好了， 心里便由
衷地为他高兴。

去年春节， 回老家时， 居然
在街头无意碰上了老刘。 老刘比
以前胖多了， 腰不弯、 背不驼、
头发全白了， 但精神依然像以前
一样好。 我还像当年上学一样，
恭敬地站着， 叫老师好。 老刘眯
起两只眼睛， 微笑地看着我。 我
们聊起那间教室、 那些桌凳、 那
些故事时， 都感慨万分。 时代不
同了， 如今的孩子们应有尽有，
但快乐似乎越来越少了， 也听不
到那么多有趣的故事了。

老刘旁边跟着个胖乎乎的男
孩， 是他的孙子。 偶尔， 老刘的
目光扫过他时， 嘴角上便会挂满
笑容。 我就又似乎回到了老刘当
年抱着儿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时
光。 老刘让他的孙子喊我大大，
恍惚间， 我意识到， 我已经不再
年轻， 就像老刘一样， 一天天的
老了。

■图片故事

■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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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曹丽丽坤坤 文文// 图图

越越努努力力越越幸幸运运第一次见到我的师傅姚海
平， 是2016年调到现在单位仓
储部的办公室里， 那个时候我
正好在仓储部轮岗学习。 他坐在
电脑前计算汇总数据， 穿一件绿
蓝相间的冲锋衣， 不善言语， 走
路带风，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业务好熟练。 接触时间长了， 才
知道他不光是我的校友， 还是一
个在仓储部做了10年保管员工作
的粮库老员工。

轮岗学习完， 我正式回到业
务部工作。 第一天上班的第一件
事情就是做收购日报并上传erp
系统， 看似简单却着实难住了我
这个已有11年工龄的大姐， 生怕
犯错小心翼翼的我， 一次次地核
对数量 、 计算已收款已付款金
额， 并将纸质版打印出来交给姚
师傅检查， 直到准确无误后才敢
上传系统。 这一天， 姚师傅话语
不多， 也不笑， 我除了担心还有
点紧张。

其实这个erp系统， 他也是从
2014年底才开始接触， 一边学习
一边摸索， 我曾经问过他， 接触
这么短的时间居然能做到每一个
板块都操作得游刃有余。 他说一
个人要想更快地适应并胜任自己
的工作， 学习才是硬道理。 工作
和学习是相互促进 ， 相辅相成
的。 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工
作需要学习新的知识来完善。

师傅的这几句话， 让我突然
觉得人与人的不同： 起跑的优劣
早已变得无关紧要， 重点在于你
是否是那位终身都在努力奔跑的
人， 你是否已经意识到并认同越
努力越幸运这句真理。

一晃我来业务部一年多， 这
期间， 我曾经无数次地和师傅开

玩笑逗他、反驳他、埋怨他对我不
够好， 他总是笑一笑不多言语。
其实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工
作认真 、 细心 、 遇到问题爱钻
研， 不解决不罢休。 他以他质朴
的精神和工作作风默默无闻地工
作着， 他不求表扬、 不求待遇，
他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 现在的
他就是我们业务部的 “笔杆子”、
“大拿”、“军师”、“贤内助”，更是
我们全库女职工的 “男闺蜜”。

我师傅现在已经被库里选为
“合规负责人” 的备选人了， 这
份工作， 我确信他一定会比其他
人做得都优秀， 应验那句 “平凡
的岗位同样能实现人生的真正价
值、 平凡的工作同样能演奏出精
彩的人生圆舞曲”。

余下的时光 ， 趁着岁月正
好 ， 带着内心热忱 ， 朝心之所
向， 往前走吧。 相信世界不会亏
待每一个努力的人。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孙黎 文/图

暖暖的午后

有三周没见老妈了， 很想。
在疲惫不堪的时候， 更想， 老妈
在哪儿， 就想哪儿。

这次老妈住在姐姐家， 快一
个月了， 我因为公司销售旺季而
起早贪黑地忙， 就没能顾得上去
看望她。 有时一想起， 心里不免
有些发急。 这天忍不住就请了一
下午假， 直奔姐姐家去。

秋天的感觉很舒服， 晃晃的
又带着一丝沉稳， 不喜形于色。
我骑上电动车， 看空中陪伴我前
行的大卷白云， 宛如我此时愉悦
怒放的心花， 越发地感觉天空湛
蓝明朗， 就像此刻自己想见老妈
的心一样纯净无杂。 我没敢提前
告诉老妈要去看她， 免得她会早
早地盼， 免得她会饭好了也不吃
静静地等， 也免得我在路上心急
慌慌。

赶到姐姐家的时候已经十二
点多了， 老妈和姐姐一家正在吃
饭， 猛然见到我都是眼神一怔。
我就笑，说：“快给我盛饭吧，饿死
我了！” 说话的当口， 老妈催促
姐姐赶紧盛饭， 顺势拉我坐在身
边， 左看右看， 摸摸我的头发，
摸摸我的胳膊， 又摸摸我的腿，
说， 这些日子又见瘦了， 游移在
我身上的目光里满是舍不得。

为了让老妈高兴， 吃饭时我
故意有些狼吞虎咽。 看着自己的
孩子能够大口大口地吃饭， 或许
是老妈心里最欣慰的一件事了。
老妈自己却吃得很少， 不时地摸
摸我的胳膊， 似乎要把她心里所
有的慈爱都通过抚摸传递出来，
其实这样的抚摸我们七兄妹都很
受用， 从这样的亲近里能知道，
老妈爱我们。

记得三哥小时候特别淘气，
越是大人们叮嘱千万不要干的事
他越偏要去试。 那时村北山坡底
下有一个很大的圆形池塘， 直径

至少有十几米， 水深也有三四米
多， 夏天大人们总是害怕自己家
的孩子偷偷去游泳洗澡发生危
险， 所以没少耳提面命的， 当然
三哥也不例外地被爹多次 “诈
唬” 过。 哥哥当面总是答应得极
为爽快 ， 背地里却依然我行我
素， 倒也从未出过什么事， 渐渐
地爹便放松了警惕。 后来村里为
了给池塘清淤， 放空了池水， 底
部的少量存水里还能见到小鱼在
游呢， 哪个孩子看了心里不激动
着想去干点啥事？！

三哥他们终于逮着机会了，
这天趁大人们午休， 就偷偷开始
下塘捉鱼了。 可是那么高啊， 对
个几岁的孩子来说， 从上看到底
下去谁不害怕 ！ 腿肚子都在打
抖 。 果不其然出师不利 ， 几米
高 ， 三哥一脚没踩稳就滚了下
去， 这可吓坏了其他几个正准备
下去的伙伴， 都慌了神了， 最后
不知谁半天才想起喊了一句 ：
“快告诉他爹去呀。”

等爹与村里人把贴在池子底
下的三哥弄上来一看， 说， 这小
子真壮实！ 啥零件也没摔坏， 就
是嘴唇磕破了， 没啥大碍。 一直
在旁边提心吊胆的老妈一听， 总
算舒了一口气。 其实三哥的嘴磕
得厉害， 还去公社卫生院缝了六
针。 回家后， 三哥的嘴唇肿得不
像样， 有些外翻， 疼得一个劲儿
“哼哼”， 老妈坐在他身边就摸啊
摸， 用手摸摸三哥的额头， 摸摸
三哥的小脸儿， 又摸摸三哥的胳
膊腿儿。 奇怪了， 没多会儿三哥
竟睡着了。

后来每每提起三哥的糗事，
他总是一脸得意的回味， 说姊妹
多了， 自己不淘气点儿能引起爹
妈的 “高度重视” 吗？！ 今儿午
饭后大家闲聊又说到这事， 姐姐
打趣地说： “妈亲三儿， 对三儿
最好。” 老妈说： “我当时摸着
他的时候真是觉得后怕， 如果他
摔坏破了相， 那岂不是长大连个
媳妇都难娶上？ 你们七个， 哪一
个都让我心里害怕了几回， 就说
四儿晚上看完电影就不见人影儿
那回……”

暖暖的午后， 我躺在老妈的
身旁， 假寐着， 忘记了烦恼， 忘
记了劳心劳力， 就这样静静地听
着老妈岁月里打磨过的每一个
字， 每一句话， 静静地任时光来
回穿梭， 编织出亲情的温暖与永
恒。 如同午后的阳光遗落大地，
亮了， 暖了； 如同祥和的母亲永
远住在心里， 念着， 爱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