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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块名表去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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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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相册

我从小很少见到父亲板起
脸孔的样子。 父亲碰上熟人，
就是一副笑脸， 他的笑绝非故
作， 是自然， 发自内心对他人
善意而忠诚的笑容。

父亲的一位挚友对父亲评
价 ： 刘老师 ， 你天生一副笑
脸， 这种笑的天资， 让别人非
常愿意接近你， 你几乎没有敌
人， 只有朋友。 父亲点点头，
表示接受他的评价。

我作为父亲的儿子， 对父
亲的笑容最了解， 最有体会。

父亲为什么对别人总是
一副笑脸呢 ？ 就是他有一副
“一等” 心态， 即使遇到什么
不高兴的事 ， 也依然一副笑
脸， 从不把忧愁、 苦闷、 不快
写在脸上。

那时我们下放到农村， 种
了菜地， 有一次， 我们家的菜
园被牛闯进去， 把几垄菜吃得
一塌糊涂。 母亲气得大骂， 谁
不把牛拴好， 真缺德。

原来这牛不是别人的， 正
是我们家邻居的。 父亲说， 别
骂人， 人家也不是有意把牛放
到我们菜园里。 邻居得知后，
向母亲道歉， 父亲在一旁笑呵
呵地说， 不要紧， 过几天就会
长起来。 牛也想吃吃菜， 它耕
田辛苦。

父亲豁达的心胸和善意的
笑， 让邻居忍不住笑起来， 也
消除了母亲不高兴的情绪。

父亲走进菜园， 看到被牛
啃得一塌湖涂的菜 ， 重新扶
正 、 松土 、 浇肥 ， 还对我们
说， 牛， 一年到头， 除了吃草
哪还有什么吃的， 吃菜， 就是
它的上等生活。

母亲瞪他一眼说， 就你心
善， 对牛也同情。 父亲说， 我
们在农村， 每天看着牛耕田，
你不觉得牛的待遇最不公平？

吃点菜又算得什么？ 母亲说，
那你天天牵着别人家牛到我们
菜地里吃菜 ， 我们就啃草好
了。 父亲笑笑说， 话不能这样
说， 牛吃了菜就吃了， 别骂，
更不要为此影响邻里关系、 生
气伤到自己。

有一次， 镇上开大集， 父
亲口袋里装有三十元钱， 带着
我去赶集，准备买点家居用品。
集上人多， 我见一上年纪人扯
了一下父亲衣角， 我以为那人
认得父亲，父亲反应过来，见一
年轻人把手伸进他裤袋里，父
亲一把抓着，并没大声骂他，而
是小声说，年轻人，别做坏事，
你还年轻啊，有两只手劳动。

年轻人脸红了。 父亲仔细
一看， 这年轻人， 身上穿着补
丁加补丁的衣服， 父亲从自己
口袋里抽出一张五元钱给他，
微笑地说， 饿了， 就到店里买
碗米饭吃， 以后别做这不光彩
的事， 没出息， 毁自己前程，
将来娶老婆都难。

那年轻人向父亲把头点得
像鸡啄米似的， 父亲看着他远
去的背影， 对我说， 这事别对
别人说。 那上年纪的人又转到
父亲身边， 对父亲说， 你这人
善良， 要是换上别人， 这年轻
人肯定少不了一顿毒打。 父亲
笑笑说， 越打， 越把他推到犯
罪路上， 要让他认识错误， 以
后不做坏事。 再说， 我看这年
轻人刚入道， 没经验， 要不然
我抓不住， 所以， 不能把他逼
上歪路。

在扒手面前， 父亲依然以
微笑面对， 让对方感觉这种行
为耻辱， 才会收住自己的不良
行为。

父亲的笑容， 背后藏着他
的 “一等” 心态， 是宽厚、 是
仁慈、 是善良， 也是大爱。

那年， 参加工作后不久， 部
门的罗姐说把她侄女惠芬介绍给
我： “阿兵， 惠芬漂亮得像一枝
花， 长相甜美、 温柔聪慧。 你肯
定喜欢。 要不， 隔天就给你们约
起？ 先处处看。”

罗姐的一番话撩拨得我心旌
摇荡。 旁边的主任以 “过来人”
身份笑着插话： “给姑娘的第一
印象非常重要。 好好地把自己拾
掇拾掇。 穿上你最好的‘行头’， 展
现出精神气来。另外，我把刚买的
上海牌手表当你身上的顶级 ‘配
置’，力争引得姑娘的芳心啊！”

那天下班后， 我回宿舍扮靓
自己， 换上了雪白衬衣； 长裤没
钱熨， 就放在被子下面压出了两
条挺拔的 “缝”， 再小心翼翼地
戴上主任的手表， 坐公交车随着
罗姐到约会地点。

罗姐作了介绍， 把电影票交
给我 ， 说她还有事 ， 提前离开
了， 留下我俩。 我当即对眼前这
位娇美的姑娘来了电， 激动得有
些语无伦次。 天气不算热， 我解
开衬衣上面的扣子透风， 把衣袖
挽起， 露出了那块锃亮的手表。
惠芬虽矜持， 但也无法掩饰住对
我的好感。 见我紧张不知所措的
样子， 她终于忍不住 “噗嗤” 笑
出了声，用轻松的语气说：“哟，才
上班几天，就戴上了名表。 看来
单位的效益还不错嘛！ 好男儿就
是要干出一番大名堂哦！”

惠芬的调侃像是在鼓励。 我

拍着胸， 发出了豪言壮语： “我
不会辜负你的希望。 下次约会我
给你送块手表当定情物， 以后再
把你的自行车换了。 为娶你， 我
还要努力准备好一切。”

惠芬抿着樱桃小嘴， 不停地
点着头。

初 “骗” 告捷。 对惠芬的真
情表白激活了我工作上的潜能。
恰逢深化改革， 像我们这样的国
企外贸经营体制也开始变活， 鼓
励一线外销员多接国外订单， 现

做现奖 ， 到年底还有不菲的提
成。 看到我冲天的干劲， 加班加
点接待外商、带客户看厂、落实货
源、检查质量、制作出口的单据，
主任和罗姐感到很欣慰， 到底是
“科班”，又是年轻人，开拓市场的
能力强。 主任笃信，组建新部门，
“小刘这个业务才俊要对了”。

大半年下来， 部门的出口业
绩后来居上， 高居公司榜首。 老
总 兑 现 承 诺 ， 根 据 业 务 的 进
度 逐 月发奖金 。 在岁末表彰会

上， 老总大张旗鼓地给我发了提
成， 奖励一处宿舍作我结婚的新
房， 并号召同来的大学生新人向
我学习。

随着业务上的顺利步入正
轨， 我跟惠芬的约会越来越密，
感情迅速升温。 当然， 我再也不
用跟主任借表装点门面。 我跟她
道出实情， 早早地买了两块 “情
侣表”， 还给她换了一辆精巧的
“凤凰牌” 女式自行车。 我托人
用出国推销节省下来的外汇添置
了进口彩电， 把与人合住的宿舍
墙面粉刷一新。 万事俱备后， 在
老总、 主任和罗姐见证下， 我热
闹地举办了婚礼， 开启了我和惠
芬幸福甜蜜的人生之旅。

婚礼过后， 惠芬跟我说着悄
悄话： “其实， 当初我就猜到你
手腕上的那块名表在蒙人。 因为
你戴着时， 表情极不自然。 不过
我心甘情愿地上钩。 或许这块表
是一种激励 ， 相信你能干出名
堂。 跟着你， 并不指望这辈子能
吃香喝辣， 是看中了你初生牛犊
的冲劲儿， 一定会把日子往好了
奔……”

■青春岁月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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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霞 文/ 图

胆小学生的秘密
我小时候口吃 ， 每次开口

前， 都要把想说的话在脑海中重
复几次， 但一张口就遇到了拦路
虎 ， 一路磕磕巴巴 ， 脸涨得通
红， 话还未说完， 嘲笑声已不绝
于耳， 因此我有了语言恐惧症，
不敢开口讲话。

上幼儿园第一天就有邻居家
的小朋友骂我 “小结巴”， 我便
打 死 也 不 去 幼 儿 园 了 ， 一 个
人 躲 在家里玩耍 。 后来 ， 母亲
找到了工作要去上班， 留我一人
在家不放心， 决定让我早一年上
学。 学校老师答应了， 但是有个
条件： 我必须从1数到100。 那天
父亲教了我一晚上， 我也只能数
到29。

第二天父亲带我去学校， 一
位三十多岁的女老师接待了我
们 ， 她看了看我 ， 微笑着说 ：
“你能不能从1数到100？” 我没有
吭声 ， 父亲说 ： “她没上幼儿
园， 我昨天晚上才教她数数， 只
能数到29。” 女老师拍了一下我
的肩膀说： “我看这孩子老实听
话， 让她跟班学一段时间看看，
要是能跟得上就留下， 如果学习
感觉吃力就明年再来。”

入学后， 我才知道那天破格
让我留下的老师姓李， 教我们一
年 级 。 那 时 我 们 所 有 的 科 目
都 由 李老师来教 ， 我很喜欢这
位老师， 更喜欢听她上课。 为了
怕学习跟不上被劝退， 我回家做
完作业还在屋外的砖墙上用粉笔
练习写拼音 ， 几天下来 ， 屋墙
上、 院墙上， 还有家里厕所的墙
上都让我写满了。 李老师来家访
得知了这一情况， 在课堂上表扬
了我。

我知道李老师喜欢我， 因为
她有时在路上遇到我， 还会摸摸

我的小辫子， 笑嘻嘻地看着我。
但我还是不敢说话， 即使李老师
上课提问， 我也不敢举手回答问
题， 因为我口吃， 怕一开口让同
学们笑话， 给我起外号。 李老师
好像知道我的心事， 每次提问她
都和蔼地走到我跟前， 说： “老
师知道你会， 但不敢起来回答，
来， 你悄悄跟老师说一下答案。”
说完， 老师把耳朵凑在我嘴边，
我张了张嘴， 还是没敢说话。 李
老师对全班同学说： “海霞同学
告诉我答案了， 她答对了， 班里
有些同学也和她一样， 明明知道
答案， 但因为胆子小， 不敢高声
说话， 胆子是练出来的， 多锻炼
一下就好了。”

从此， 班里同学都知道我是
一个不敢大声说话的女生， 李老
师告诉同学们， 那是因为我比他
们都小一岁的缘故 ， 等我长大
了， 胆子就会变大的。

开学半个月后， 班里又来了

一位鹏同学， 和我同岁， 是李老
师的儿子。 李老师告诉鹏， 班里
有位小女生上学也不够年龄， 可
人家学习努力， 不比那些大孩子
学习差 ， 所以鼓励鹏也来试一
下。 李老师还安排鹏和我同桌，
并让鹏以后多向我学习。 小小的
鹏有点崇拜我， 看我削铅笔， 他
也削铅笔， 看我做作业， 他也做
作业， 看我上课背起手听课， 他
也赶紧效仿。

因为有了追随者， 我心里轻
松了许多， 口吃的毛病也有所好
转， 只要语速慢一点儿， 说话便
不结巴了。 半学期后， 因为考试
成绩优秀， 李老师还让我当了班
里的学习委员。

我长大后， 母亲才告诉我 ，
当年入学时 ， 父亲告诉过李老
师 ， 我有口吃的毛病 。 现在想
来， 要不是李老师当年的用心，
我或许现在还结巴， 会一直在嘲
笑声中抬不起头来。

□刘庆明 文/图

父亲的
“一等”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