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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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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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 然

■家庭相册

□贺宽叶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鲁嘉 文/图

北京冬天的记忆———蜂窝煤和大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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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兰 文/图

脚背上的父爱
下班后 ， 我乘坐公交车回

家。 车上， 幼儿园接孩子的家长
比较多， 已经没有座位了。 我站
在后门处， 我的前面是一个带着
小女孩的中年男子。

公交车缓慢前行， 男子双手
揪着挂绳。 他身子向后弯着。 车
一晃动， 他常常碰到旁边站着的
人， 他们的眼光里无不写满生气
和讨厌 。 突然 ， 司机一个急刹
车。 他的身子一下子往后甩， 碰
到了我 。 我很厌恶地看了他一
眼， 急忙向后退了几步。 心想：
这人是不是有毛病！ 把身子站直
了不但能舒服一些， 也不会遭到
周围人的白眼。

我把视线转到那小女孩上，
她正坐在男子的双脚背上， 双手
臂反着搂紧男子的小腿。 我终于
明白了， 男子为什么弯着身子，
他是为了让女儿坐得舒服一些！
看到这， 我心底的弦被无声地拨
弄了一下， 眼眶有些发热。

小时候， 我也总喜欢坐在父
亲的脚背上。 父亲干农活回家，
洗净双手。 我就给他搬去小凳 ，
他点上一杆旱烟， “吧嗒吧嗒”
地抽起来。 这时， 我从灶房的炉
子里抽出一根火棒， 屁股坐在他
的双脚上， 用火棒点他将灭的旱
烟。 他负责吸， 我负责点。 几杆
旱烟吸完， 母亲的饭准备好了。
母亲看到我坐在父亲的脚背上，
总是训斥着我说： “这孩子怎么
一点不懂事！ 你父亲干活已经够
累了， 还坐他脚上。” 父亲总说：
“没事！ 别吓到孩子。 这么大点

孩子， 能有多重！”
因为父亲的 “纵容”， 我更

是 “肆无忌惮”。 特别是每次看
露天电影， 父亲坐着小凳， 我就
坐在他脚背上。 一场电影下来，
父亲总要揉上好一会儿， 才能站
起来回家。 而我就像小兔子般，
早就窜回了家。

时光飞逝， 已人到中年。 有
一天， 我回家。 刚走到院门口，
我看到母亲正给父亲泡脚。 母亲
说： “看看你这脚， 天气一变就
疼。 年轻时， 让你多注意点你就
是 不 听 ， 现 在 受 罪 了 不 是 。 ”
“没事， 只要孩子高兴， 这算什
么！” 父亲笑着说。

看着母亲轻轻地揉着父亲的
脚， 我的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重新为父亲换上一盆温
水 ， 学着母亲的样子 ， 为他按
摩 。 记忆里那双饱满有力的双
脚 ， 已被岁月榨干变得枯瘦无
力。 我享受着童年里那些温暖的
日子， 却让父亲落得病痛缠身。
我自责不已。

公交车到站的声音响起， 那
女孩从父亲的脚背上站起来。 她
父亲用力地抖了抖双脚， 拉着小
女孩下了车。

如果说父母的爱是有颜色
的， 那么， 父爱一定是深色的。
它虽没有母爱那般甜腻和饱满 ，
但温暖和付出却是相同的。 不管
岁月如何流逝， 父亲那脚背上温
暖的爱， 将陪伴我长长的一生。
我想那女孩长大后， 她父亲脚背
上的爱， 也将永远煨暖着她。

窗根儿下堆着一排排码放整
齐的蜂窝煤， 窗台儿上杵着一棵
棵大白菜， 是我对北京冬天最深
的记忆。

咱先说这蜂窝煤， 顾名思义
是将煤通过加工制成圆柱形然后
在上面打眼儿， 形似蜂窝， 家用
的蜂窝煤一般12个眼儿。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北京
楼房少， 集中供暖更是鲜见。 家
家户户到了快入冬的时候都要安
装火炉以备冬天取暖。 更早以前
是连带烟囱的铁皮煤球炉也没有
的， 在安装炉子前都要搪炉子。
搪炉子是用黄黏土加上麻刀按比
例掺水搅拌好， 一层层地抹在炉
子的内壁里， 这么做是为了让火
更旺、 煤球更耐烧。

那时的北京冷得早， 一般11
月初家家户户就开始用炉子生火
取暖了， 别小瞧这炉子， 不光可
以取暖， 还能烧水做饭， 平时炉
子上总会坐着东西， 不是用大壶
烧着水就是炖一锅肉或者羊蝎
子， 炉子边儿也不会闲着， 总有
几个馒头或者红薯在边儿上烤
着， 不但将炉子的作用发挥到极
致， 还能让年幼的我时刻品尝到
美味的烤馒头片儿和红薯干儿。

临入冬家家户户都要提前到
煤场去定煤， 少则500块儿多则
1000块儿， 满身满脸煤黑的送煤
师傅会在约定的时间蹬着平板三
轮车给送到院子门口， 如果要从
院儿外搬到院子里指定的地方还
要另外收费。 很多人家儿为了省
钱就全家上阵， 用搓衣板儿或者
洗 脸 盆 自 己 从 院 儿 外 将 煤 搬
到 自 家屋前 ， 稍有不注意还会

摔碎几块儿，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
这种经历。

再说说这大白菜， 当年的市
场供应远不如现在丰富， 您就是
有钱都难买到不属于当季的瓜果
蔬菜。 白菜由于产量大价格便宜
而且能抗寒可以在室外存放，就
成了当时家家户户冬天的当家
菜。 为了确保一家人冬天能吃到
蔬菜， 临入冬大街小巷抢购冬储
大白菜就成了京城一景儿， 有用
三轮车拉的， 有用自行车后座搭
块板子驮的， 最常见的是用当年
小孩儿坐的四轮竹推车装的， 反
正只要是能运输的工具全部用
上，全家出动囤白菜。这白菜也分
三六九等，一级菜最好，三级菜最
次， 您可甭想着多花钱只买一级菜，
人家菜站要求必须搭配着买，菜站
工作人员身穿蓝布大褂、 戴着白
布帽子、套袖、白线手套，一个人
抛另一个人接住把白菜码放在搭
着木板的老式机械秤上称重， 称
之前不用您动手， 因为怕买主儿

把菜帮儿揪掉， 称完后就需要您
自个儿把白菜搬走了。

大白菜不仅易保存而且做法
多样， 炖、 炒、 腌、 拌、 涮、 和
馅儿、 做汤皆可， 每家儿都会变
着花样儿地做， 以免几百斤大白
菜吃腻了。 我奶奶曾经做过一桌
白菜席让我至今回味， 这几道菜
是醋溜白菜、 白菜炖牛肉、 凉拌
菜心、 芥末堆儿、 白菜豆腐粉丝
汤， 虽然主菜都是大白菜， 但依
然吃出了不同的滋味儿。 白菜好
吃亦有营养， 要不老话儿怎么都
说鱼生火肉生痰 ,白菜豆腐保平
安呢。

蜂窝煤和大白菜是当年大多
数老北京人家儿两样过冬必备之
物 ， 现如今蜂窝煤已经很少见
到， 大白菜也是难得吃上一回，
因为可选择的蔬菜品种繁多， 很
容易就被我们所遗忘。 北京的冬
天又来了， 我在想等我的儿子长
大后， 北京的冬天又能留给他多
少回忆呢？

遇到徐志摩那年林徽因17
岁， 在1921年秋天的剑桥。 君
已成名卿未嫁， 一见钟情自是
难免。 那时候 “一战” 刚结束
三年， 好在英国本土并未被战
火波及， 伦敦是世界的文艺中
心之一， 徐志摩正痴迷于拜伦
和雪莱的罗曼蒂克里。 在异国
他乡， 万里孤蓬， 密切接触的
青年男女产生爱意再正常不过
了 。 彼此除了惺惺相惜之外 ，
我想， 她对徐志摩更多的是仰
慕。 张爱玲说， 女人要崇拜才
快乐。 张爱玲崇拜胡兰成， 让
自己低到了尘埃里 。 林徽因
呢， 她崇拜诗人到了什么地步
呢？ 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却知
道当事一方， 徐志摩在认识她
大约半年以后向自己的妻子提
出了离婚 。 假如没有爱的呼
应， 徐志摩应该不会做出在父
母和时人看来大逆不道的离婚
行为。

年龄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
一岁年龄一岁心 。 她尚未成
年， 没有感情经历， 背后站着
强势的父亲。 如果要舍弃， 也
只能舍弃爱情。

徐志摩留下一首豁达潇洒
的 《偶然 》， 来纪念那段异国
他乡的爱恋———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
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
时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把那段感情经历称
作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当时他
肯定不会想到这段感情会影响
他一生一世。 而林徽因呢，这段
感情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来
说，是爱情生活的引子，是一个
序幕，是一部精彩小说的开头。

有人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
别重逢， 也有人说所有的聚会
都是为了告别。 两年后， 他们
在北京又相遇了。

无法考证他们在北京的那
两年如何具体交往， 只知道经
常在一起吟诗作赋 、 赏花饮
酒、 郊游踏青、 登台表演英文
话剧。 此时的徐志摩已经离婚
成功， 成为单身贵族。 也在此
时， 林的身边出现了家世显赫
并且领受 “父母之命， 媒妁之
言” 的梁思成。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思成
比翼齐飞，同赴美国学习建筑。
此后一年 ，诗人在 《爱眉小札 》
里和他的小曼缠绵悱恻卿卿我
我。 林和梁也在大洋彼岸的校
园里朝夕相伴形影不离。

1928年8月林梁二人回国，

一同到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 。
一年后林独 自 回 到 北 京 分 娩
生 子 ， 和 徐 志摩又开始了新
的交集， 这时候徐志摩和陆小
曼已经结婚3年了 。 徐时常因
为讲课往来奔波在北京和上海
之间 ， 直到1931年11月19日 ，
为了赶回北京参加林的演讲
会 ， 徐志摩搭邮政飞机返京 ，
飞机失事后化作一片烟云， 开
始了他的 “云游 ” ———“那天
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自在， 轻
盈， 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
方或地的那角/你的愉快是无拦
阻的逍遥”。

诗人逝世后， 林托人捡回
一块飞机残片 ， 悬挂在卧室
里， 朝夕陪伴。

多年前的一个暮春， 在济
南东方图书公司购买了 《爱眉
小札》 以后， 我也曾和朋友一
起去长清县党家庄的开山寻访
徐志摩的踪迹 。 登临开山之
巅， 四顾茫茫， 白云悠悠， 哪
里有诗人一星半点的遗迹。 想
来， 唯足下的土地沁入过诗人
的血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