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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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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批评老前辈

□佟才录 文/图

红 色 的 母 爱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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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间操后， 学校政教处的刘
干事来办公室通知我到政教处领
人， 说我们班的王晓涵集体活动
又没有穿校服， 正在政教处挨批
评呢！

我感觉很奇怪， 王晓涵学习
成绩很好， 责任心很强， 做事也
很认真，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学
校集体活动不穿校服已让政教处
查到三次了！

我走进政教处发现政教处王
主任正在批评王晓涵 ， 见我就
说： “崔老师你快管管你的学生
吧！ 这孩子真犟， 问了这么多，
她一句话也不说。” 王晓涵见我
来 了 眼 睛 里 泛 起 了 泪 花 ， 我
耐下心来和颜悦色地问王晓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两次查
到 你 没 有 穿 校 服 ， 你 说 是 校
服 洗 了还没有干 ， 你这次又洗
了啊？ 我已经问过其他同学了，
说你只有周一穿校服， 其他时间
你的校服呢？” 王晓涵的眼泪掉
了下来， 我只好安慰说： “犯了
错误不要紧， 只要把事情说清楚
了就行！”

王晓涵擦掉眼泪 ， 怯怯地
说： “我把校服卖了。” “什么？
卖了！” 王主任顿时火了： “卖
了多少钱， 卖校服的钱干嘛了！”
王晓涵说： “卖了30元， 钱已经
用掉了。” 我问： “你家长知道
吗？” 王晓涵说： “不知道。” 王
主任说： “你看看吧！ 崔老师，

你的学生可真行！ 100多元的校
服只卖了30元， 而且在家长不知
道的情况下把钱用掉了， 这……
这……这算什么事啊！” 说罢拂
袖而去。

我把王晓涵领回了我的办公
室， 让她坐下来， 详细地询问起
校服的事情。

“你的校服真的卖了吗？”
“嗯， 真的卖了。”
“卖给谁了， 为什么只卖了

这么点钱？”
“我卖给临近小学的一个学

生了， 她是从农村刚转学过来，
没有校服 （乡镇小学校服都是统
一的）， 因为每个周一我们都要
有升旗活动必须穿校服， 她们周
一没有集体活动， 这样我周一穿
校服， 其他时间她穿校服， 所以
我只收了她30元钱。”

“那你为什么要卖掉校服呢，
有什么困难吗？”

“一个月前咱们学校为得了
重病的刘勇同学捐款， 我爸爸打
工没有钱， 但我也想帮助刘勇同
学战胜病魔， 所以就卖了校服，
钱都捐给刘勇了。”

听到这里， 我一下子把王晓
涵搂到了怀里， 我被孩子感动得
掉下了眼泪。 我说： “好孩子，
你在这里好好坐着 ， 等我一会
儿。” 我急匆匆地去了学校后勤
处， 买了一身崭新的校服送给了
王晓涵。

如果说， 一定要给母爱描绘
成一种色彩， 那我会毫不犹豫地
给它涂上红色。

那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在
那个雪后的清晨， 我正疾步走在
去学校的路上。 突然， 一辆失控
的大货车疯狂地向我冲过来， 我
躲避不及被撞倒在地。 血， 汩汩
而出， 瞬间染红了我身下的皑皑
白雪。

我被送到医大一院骨科急
救。 左腿骨折、 肋骨骨折， 更为
严重的是折断的肋骨扎穿了肺
叶， 生命垂危， 需要马上做手术
治疗。 然而， 在为手术备血时，
我的血型被检验为RH阴性血 ，
又俗称熊猫血。 而医院血库里此
种血型库存不多 ， 我又失血严
重， 手术期间需要大量的RH阴
性血。

医院马上向市红十字会血库
求援， 把红十字会血库里库存的
RH阴性血全都运了过来。 然而，
就在手术进入到最后关头， 血液
还是不够用了。 情势危急， 我的
主治医生问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的
父母， 我还有没有兄弟姐妹？

当父母明白了医生的用意
后， 父亲一挽袖子说： “远水解
不了近渴， 就抽我的！” 我的哥
哥姐姐都远在千里之外的城市工
作， 而且由于事发突然， 父母还
没有来得及通知他们。 医生看父
亲还算健壮， 就同意了。 可是经
过检查 ， 父亲并不适于给我献
血。 于是， 医生又把目光投向了
母亲， 但很是犹豫不决。

母亲那年已经60多岁了， 身

体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仿佛一
阵风就能把她吹倒。 而母亲却早
已把袖头高挽， 对站在一旁的护
士说： “抽吧， 需要多少就抽多
少， 只要能救我儿子的命！” 经
过检验， 母亲的血型与我的血型
不但吻合而且十分合格 。 就这
样， 护士从母亲体重不足90斤的
身体里抽出了300cc 血液， 输入
到了我的身体里。

当我从麻醉中清醒过来时 ，
我看到父亲站在病床前慈祥地看
着我。 我气息虚弱地第一句话便
问： “爸， 我妈呢？ 我妈她怎么
没有来 ？” 父亲眼含热泪地说 ：
“来了， 你出了这样大的事， 你
妈妈怎么会不来呢？” 我追问父
亲， 那我妈去哪了？ 父亲说， 你
妈在走廊里躺着呢！ 父亲和我说
了母亲给我献了300cc 的血， 此

时身体虚弱得不行， 正躺在走廊
的护理床上吊液呢。 听了父亲的
话， 我的眼泪滂沱如雨。 母亲年
纪大了， 身子原本就虚弱不堪，
又患有哮喘和心脏病， 怎么经得
住从身体里抽出那么多血呢！ 母
亲也许在走廊里听到我醒过来
了， 一手举着点滴瓶一手扶着墙
艰难地挪到病房内， 看到我第一
句话就是： “儿子， 你醒了妈就
放心了！” 看着母亲苍白如纸的
脸， 我再次泪如雨下。

其实， 母爱本无所谓颜色 。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看到， 一个智
障儿童说他的妈妈是绿色的， 因
为他妈妈把家中一切安全的东西
都涂上了绿色， 像电源插头、 开
水瓶等危险物品则被涂成了红
色。 那个智障儿童心里认为妈妈
能带给他最大的安全， 因此他逢
人便说妈妈是绿色的。 而对于我
来说， 母爱却是红色的。 因为母
亲把从孱弱之躯抽出的鲜红血
液， 一滴一滴、 无怨无悔地输进
了我全身的每一根血管里。

批评前辈， 在最近这些年
越来越少见了， 这可能是我们
文化中的独特之处。 过去还有
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 而现在
很多晚辈越发乖巧可爱了， 顺
情说好话的越来越多。 在这一
点上， 真应该和黄永玉老先生
好好学学。

那时的黄永玉还不是老先
生。 1983年3月20日， 年过古稀
的中国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的
家里突然挂起了一对装裱起来
的批评信， 信是小曹禺十来岁
的著名画家黄永玉所写的， 信
中黄永玉中肯而犀利地批评了
曹禺解放后的创作。

“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
所以我对你要严！ 我不喜欢你
解放后的戏 ， 一个都不喜欢 ，
你心不在戏里， 你失去伟大的
通灵宝玉， 你为势位所误！ 从
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 ，
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之
中， 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
沌之中。”

黄永玉对曹禺年轻时创作

的 《雷雨 》 《日出 》 《原野 》
推崇备至， 许多台词都能背下
来， 但对曹禺在晚年没有写出
相应的佳作很不满意， 所以写
了这封信： “我不对你说老实
话， 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
所谓 “为势位所误 ”， 并不是
说， 曹禺先生是被追名逐利所
误 ， 而是指曹禺所处的 “势
位 ”， 使他无法摆脱政治与行
政事务的羁绊， 无法拥有一个
艺术家独特的艺术创造精神 ，
不敢写触及时弊的艺术作品 ，
这也成为他晚年的深刻遗憾。

黄永玉对曹禺提出了如此
尖锐的批评， 曹禺的态度如何
呢？ 他没有一触即跳， 更没有
拒黄永玉于千里之外， 而是认
真反思了铮友的批评， 充满了
自责和不安。 过了十几天， 写
了一封15页的长信给黄永玉 ：
“你鼓励了我 ， 你指责我近三
十余年的空洞， ‘泥溷在不情
愿的艺术创作中 ’， 这句话击
中了我的要害， 我浪费了 ‘成
熟的中年 ’， 到了今日 ， ———

这个年纪 ， 才开始明白 。” 曹
禺还叫女儿去买了一本大相
册， 把黄永玉的信一页页装裱
起来 ， 作 为 对 自 己 的 警 示 ，
也 时 常 展 示 给 友人看 。 《推
销员在北京 》 的作者阿瑟·米
勒来访， 他又逐字逐句地念给
他听。

晚年的曹禺其实是想勉励
自己再写出好的作品来 ， 可
惜， 年事已高， 即使他付出了
大量心血， 也只能是成为未竟
的心愿。

在此后的风雨中， 由于受
到了周恩来的保护， 曹禺并没
有受到多少冲击。 不过， 这位
戏剧大师却再无佳作问世， 遗
憾也好， 惋惜也好， 这并不是
曹禺一个人的际遇， 而是那一
代文化人的普遍的命运。 君子
因誉而情疏， 因诤而友密。 这
是一个动人的好例。

在今天， 人与人相处， 我
们多么需要有更多的像黄永玉
这样的诤友。 作家王蒙在谈到
选择朋友时的标准说： “我的
选择是， 宁可没有朋友， 也不
要那种团伙式的、 造势式的朋
友 。” 在文艺界 ， 在生活的周
围，这样的团伙式的、造势式的
朋友 ，可谓是所在多有 ，然而 ，
这些善于送给你甜言蜜语的朋
友，往往不是真朋友，当你遇到
某种不幸时，是最快离开的。

□崔忠华 文/图

一件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