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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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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启动的 “礼在北京，
让 出 文 明———认 领 爱 心 斑 马
线” 活动， 得到社会各界积极
响应。 礼让斑马线是交通规则
的要求， 关乎交通秩序， 更关
乎社会公德和文明风尚。 北京
是一座特大城市， 市内道路纵
横交错 ， 大小路口星罗棋布 。
由于人多车多， 斑马线上经常
上演人车抢行的闹剧， 车辆剐
蹭 、 行人受伤的情况屡屡出
现， 乃至每年都要发生百余起
死亡事故， 已经到了非整治不
可的地步了。 各单位党团组织
通过 “认领” 活动， 发挥志愿
者的示范引领作用， 可以使文
明有礼更加生动具象， 并以此
强化每一个人的规矩意识， 产
生很强感召力， 使正能量融入
市民生活。

然而， 礼让是建立在共同
守序的基础之上。 假如说有些
人礼让了 ， 有的人却横冲直
撞、 不守规矩， 那斑马线上照
样还是乱 ， 礼让者总是吃亏 ，
安全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实
事求是地讲， 一谈论到马路上
的无礼行为， 大家往往会将矛
头指向机动车司机， 好像斑马
线之上， 他们是强势群体， 其
他群体都是弱势 。 实际情况
呢？ 行人及骑自行车、 电动车
的人可是没少违规， 蛮横无理

者大有人在， 以至于那些不闯
红灯、 视斑马线为生命线和文
明线的人，反而会被视为异类。

前几天看过一篇报道， 通
过记者的街头探访， 为经过路
口的行人与车辆 “画像 ”， 寻
找造成人车不和谐的 “病根”。
看了报道后我颇有同感， 正如
报道中所讲： 首先， 作为一名
司机 ， 平时经过交叉路口时 ，
必须得过心理关。 因为前面的
车在为行人礼让时， 后面的车
往往会狂按喇叭， 礼让反倒成
了 “犯错 ”， 早晚高峰时间表
现尤甚。 二是行人经常越线跨
界等信号灯， 即便是轮到机动
车通行了， 斑马线上往往对其
形成 “夹击” 之势， 甚至构成
一道 “人墙 ”， 使得车辆前行
不得。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跟司
机说礼让， 则会让人感到啼笑
皆非 。 诚如一位驾驶员所吐
槽： “其实， 我们也不是不想
让行人， 但行人如果都越线等
红灯 ， 我们就只能见缝插针 ，

能过赶紧过了 。” 三是在没有
斑马线的路口， 行人过街不走
地下通道或过街天桥， 非得要
找空当横穿马路， 人车混行的
局面责任在谁？ 这是明摆着的
事情。 就像报道中所讲， 这几
个方面问题解决不好， “车让
人” 实难做到和做好。

由此看来， 无论是 “车让
人”， 还是 “人让车”， 都是有
前提条件的， 那就是先由信号
灯说了算。 斑马线上的优先通
行权是给正常行走的人， 而非
无视安全和交规的人。 礼让斑
马线， 不应只是车让人， 而应
是交通参与者的 “互让 ”。 在
实际执法中， 由于对行人和非
机动车的处罚过于宽松， 使得
这些群体的违法成本相比于机
动车要低很多。 只有让严格处
罚违规行人和非机动车车主成
为执法常态， 让这些人付出与
违规机动车一样的代价， 才能
真正管控好路口交通， 使 “礼
让斑马线” 蔚成风气。

■图片故事

亲爱的邻居
□黄廷付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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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豆腐的父亲■家庭相册

文明我先行
礼让斑马线

聚焦斑马线：既要礼让，更须管控
□董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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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繁华的城市， 每当我发
现有小区门口印有 “商贩禁止入
内” 的字样， 就会感到心酸。 因
为我的父亲， 曾经就是一个挑着
豆腐桶， 走街串巷卖豆腐的人，
正是他不辞辛劳， 靠卖豆腐养活
了全家。

父亲原本是一个农民， 可为
了生计， 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就
学会了自己磨豆腐、 卖豆腐。

磨豆腐是很辛苦的事， 前一
天傍晚就要开始泡豆子， 等到三
更半夜 ， 父亲就要起床开始拉
磨。 豆子磨好， 回锅煮沸， 再压
制成型， 常常已是天明。 饭也顾
不上吃， 父亲就会挑起两只装豆
腐的水桶 ， 高声吆喝 “卖豆腐
啦”， 印象中， 他似乎只会吆喝
这么一句。

本指望卖豆腐能改变家庭境
况， 可父亲不爱说笑， 也丝毫没
有生意人的精明， 事实上， 即使
日夜辛劳， 父亲赚的钱也很少，
只够全家勉强维持生计。 记得上
初中时， 我穿得还破烂不堪， 更
没有零花钱， 周末回家唯一能改
善生活增强营养的， 就是父亲卖
不掉的豆腐。

那是初三的冬天 ， 北风呼
啸， 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 而我
一直住在学校集体宿舍 ， 回家
时， 忘了带一件御寒的棉衣。 那
天我正瑟瑟发抖地在上语文课，
突然， 父亲挑着卖豆腐的木桶，
来到了教室门前。 看见土得掉渣
的父亲居然挑着木桶来学校找
我， 我不禁羞红了脸， 低着头，
在同学面前感到无地自容。 那一
刻， 我真想父亲能够明白我的心
思， 立即转身就走。

可父亲仍执拗地在教室门前
徘徊， 他把头伸向教室， 不停向
里张望。 这时， 我再也忍受不了
父亲四处张望的目光， 腾地起身
走出了教室。

见我从教室出来， 父亲顿时
喜笑颜开。 原来， 父亲是冒着大
雪给我送来了一件新棉衣。 我接
过新棉衣穿在身上， 虽然样式不
好看， 但是确实很暖和。 为了不
耽误我学习 ， 父亲嘱咐我几句
后， 转身挑起担子就走了。

可就在我刚要走进教室门槛
时， 突然听到身后的父亲朝我大
喊 ， 只见他一边气喘吁吁向我
跑 ， 一边喊 ： “等一下 ， 等一
下！” 父亲手中挥舞着几张钞票，
急切地说： “刚才我忘了， 你的
生活费， 你不能省呀。”

我接过父亲手中递来的几张
纸币， 数了数， 一共十八元。 那
是几张怎样的纸币呀， 那上面浸

满了油渍和汗渍， 似乎还有豆腐
味儿， 脏兮兮、 软塌塌的。 我捏
在手里， 感觉纸币似乎还带着父
亲的体温。

父亲就要去卖豆腐了， 我立
在学校的屋檐下， 看父亲重新去
挑起两只豆腐桶， 在雪地上， 父
亲留下两行深深浅浅的脚印， 我
转过脸去， 潸然泪下。

第二年， 我考上了高中。 告
诉父亲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第一
次发现， 父亲的眼睛好亮。

再此后， 我上大学， 父亲继
续挑起担子卖豆腐， 让我得以坐
在安静的教室里发奋读书。

如今， 我早已工作多年， 父
亲也不再挑起担子卖豆腐了， 可
我始终忘不了卖豆腐的父亲。 因
为在我成长的青春中， 正是这个
清苦的卖豆腐的父亲， 像他卖的
廉价却营养的豆腐一样， 给了我
人生无穷的动力和滋养。

我在租房住时有位老奶奶邻
居， 就住在我们对面。

刚搬来的时候， 女儿才读二
年级。那时候我们最怕过周末，因
为周末的时候，我们都要上班，女
儿一个人在家里就要挨饿。

老奶奶看到后， 就时常让孩
子去她那里吃饭， 而且就像对自
己亲孙女一样的疼爱。 我和妻知
道后，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感激。

后来两家走动多了， 聊的也
多了， 才知道老奶奶是河南人，
四十岁就守寡， 一个人养大了四
个儿子、 两个女儿， 并且给他们
都成了家。

老奶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
她看到房东屋后有一片空地， 就
把砖头和瓦片都捡干净， 又从房
东家里借了农具， 硬是把那块堆
满杂物的地方 ， 变成了一块好
地， 而且都种上了青菜。 等到小
青菜长到可以吃的时候， 她就会
时常送一些给我们 。 用她的话
说： “这些都是纯天然的绿色食
品， 小孩子吃了好长身体。”

有老奶奶在， 我们从来都不
担心晾晒衣服的时候突然变天，
因为每次还没等下雨， 老奶奶就
已经把我们的衣物给收好了。 我
和妻时常感觉过意不去， 就时不
时地做些好吃的或是买些水果给
老奶奶送去， 但老奶奶总是说：
“我闲着也是闲着， 给你们带带
孩子我也不孤独了， 不是一举两
得的事吗？ 你们也别感觉过意不
去， 出门在外的， 都不容易， 我
能帮就帮一下。”

女儿和老奶奶处的时间长
了， 也有了感情， 不管我们在不
在家都跑去老奶奶那里蹭吃蹭喝
的， 有时还就睡到老奶奶那里，
叫都叫不回来。

有一天饭点时， 怎么也寻不

见女儿的踪影， 我和妻子猜她准
是又跑到老奶奶那里去了， 过去
一看， 果然在那里吃得正欢。 看
见我们， 女儿说： “我要是有这
么一个奶奶就好了。” 老奶奶笑
着说： “傻孩子， 我不就是你的
奶奶吗？” 女儿天真地说： “你
是奶奶， 可不是我的亲奶奶啊！”
老奶奶的眼圈一下红了， 抚摸着
女儿的头喃喃地说： “要是我的
亲孙女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脸
上写满了遗憾。 我和妻子唏嘘不
已， 心底里已经将老奶奶当做自
己的亲人对待了， 几乎每天都黏
在一起， 就跟一家人一样。

就在今年刚过完春节， 我们
从老家回来后， 一连好几天都没
看到老奶奶。 我忽然有一种不祥
的预感， 以前每年过完春节， 我
们上班后， 她都回来了， 为什么
今年这么反常呢？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 刚吃完
饭， 我就听到有几个人在门口说
话。 开门一看， 是老奶奶的儿子
和女儿在和房东办手续， 就上前
打听是怎么回事。 老奶奶的女儿
说 ： “俺老妈病了 ， 在医院里
呢， 医生说是癌症， 活不了多久
了， 俺们想把她接回家， 伺候伺
候她。 这不， 俺们今晚过来收拾
一下她的东西。”

妻听后 ， 当时眼泪就出来
了。 “老奶奶和我们一起住那么
久， 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那么好
的人， 怎么就……？” 妻话没说
完就哭了， 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女儿更是吵闹着要奶奶。

“我们明天 去 看 看 老 奶 奶
吧！” 转过头， 妻子和女儿已经
哭成了两个泪人。

萍水相逢的缘分 ， 我们却
和亲爱的邻居结成了亲人一般
的情。

声

明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于 2017 年 11 月 2 日不慎丢失
北京市建筑业企业档案管理手
册 （ 营 业 执 照 号 ：913201157
73989367G， 企业编号 1605JS-
16， 发证时间 2016-05-11），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