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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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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天的记忆———老北京涮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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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到大学， 我家都特别
穷困。 记得我上大学时， 我的学
费， 是父亲借遍亲友才凑够的 。
可以说， 父母在农村靠耕种几亩
农田和辛苦打工挣钱， 才撑起了
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费用， 并
使我顺利地走出了农门。

毕业那年， 我在城里非常顺
利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从此，我不
仅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还因为
单位不错，待遇很丰厚，让我陡然
有了自豪感。

那时， 我很少想到乡下的父
母。 倒是父母， 常常带上蔬菜和
鸡蛋， 从老家进城来看我。

有一次， 我刚进到办公室 ，
就听同事说 ， 你的爸爸来找你
了。 我顺着楼道望去， 父亲手里
正提着一只装满蔬菜的蛇皮袋，
脚穿带着泥巴的黄球鞋， 站在楼
阁的拐角， 焦灼不安地张望着。

我心想，父亲进城来，尤其是
直接到我办公室， 提着那破旧难
看的蛇皮袋，也不穿上新衣服，注
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这毕竟是我
的办公室啊！ 我以后在同事眼里
还怎么能抬起头来？ 我后悔自己
太大意，没有嘱咐父母，进城时，
没有事不要到我办公室来。

当我快步向父亲走过去时 ，

父亲的样子很拘谨， 突然很不自
在 ， 好像手足无措做了错事似
的。 那一刻， 我的心里倒是有点
可怜起父亲来。

正当我快要走近父亲的时
候， 突然， 领导迎面走来。 领导
笑着问 ： “老人家在这等好久
了， 是你父亲吧？”

那一刻， 我恨不得脚底下有
个缝隙让我钻进去。 不知怎么回
事， 我的嘴巴突然像不听使唤似
的， 笑着说： “是我老家的一个
亲戚， 顺道来这看看。”

领导点了点头， 走了。 凭直

觉，虽然我的声音很低，但父亲应
该还是听见了我和领导的对话。

当我把父亲带到宿舍后， 不
知何时 ， 我看到他偷偷在抹眼
泪。 我的心猛地一颤， 虽然心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堵着， 可转念又
一想， 我可是父亲的骄傲， 他流
的泪水， 也许是刚才在外面被风
吹的吧。

在宿舍， 父亲没有呆多久 ，
就借口老家的庄稼要伺候， 执意
离开了。

此后， 我注意到， 父亲如若
再进城， 哪怕有再急的事， 也决
不会去我的办公室找我。

直到后来， 我参加一位同事
的婚礼。等到新郎发言时，新郎充
满深情地说：“今天， 我要向我的
父母，说一声谢谢！我的父母虽然
是农民，但他们今天是最幸福的，
因为我出自农村， 我的父母为我
献出了全部的爱。 我要借助大家
的掌声，向我的父母说谢谢！ ”大
厅内顿时响起了如潮的掌声。

那一刻我羞愧得满脸通红 ，
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 在领导面
前 ， 我竟然说他是我的一个亲
戚， 和我的同事比， 我真是太对
不住父亲了。 直到那时， 我才明
白， 我是真的刺痛了父亲的心。
那一天父亲的眼泪 ， 不是因为
风， 而是因为当着领导的面， 我
竟不敢承认， 那个提着蛇皮袋的
人是生我养我、 为我吃尽千辛万
苦的父亲。

涮羊肉是咱北京人爱吃的吃
食， 一年四季皆可食用， 但惟独
冬天里吃涮羊肉最为惬意。 住平
房那会儿， 一到冬天， 要是不在
家里吃上一顿铜锅炭火的涮羊
肉， 总会觉得缺了点儿什么。 尤
其是赶上屋外下着鹅毛大雪， 屋
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涮着热气腾
腾的火锅儿 ， 再喝上两口小酒
儿， 那叫一个美！

咱今天说的不是老字号东来
顺， 只提当年平民百姓家里的老
北京涮羊肉。 为什么要在涮羊肉
前面特意加上 “老北京 ” 三个
字， 自是因为它有独到之处。

老北京涮羊肉材料上讲究铜
锅炭火、 一红三白， 口感上讲究
自然本真。 先说这锅子必须是紫
铜火锅， 炭要用木炭， 一红三白
是指羊肉、 豆腐、 粉丝和白菜。
锅底就是白开水， 里面放上大葱
段和姜片， 这是为了去除羊肉上
的膻味儿， 要是有海米也可以放
入锅内提鲜。

这涮羊肉好吃与否主要取决
于羊肉和调料， 当时的羊肉片儿
不是现在这种用机器切出来的成
卷冻肉， 而是用鲜羊肉切成柳叶
状， 要求三分肥七分瘦。 我家附
近的德外清真寺就有卖牛羊肉
的， 去了之后就说您给来二斤涮
的， 伙计就会给你选出适合吃涮
肉的部位， 一般都是羊后腿肉，

因为后腿肉多而且嫩， 肉质肥瘦
参半。

吃涮肉的小料是最考验技术
的 ， 别看都是用芝麻酱 、 酱豆
腐、 韭菜花这三样原料， 但每家
调出的小料在味道上却各有千
秋。 我小时候最爱拌小料儿， 先
在一个大碗里放入几大勺纯芝麻
酱， 加入适量的白开水搅拌， 芝
麻酱必须得顺着一个方向慢慢
调， 直到调出油为止， 然后再加
入几块儿酱豆腐和少许酱豆腐汤
儿搅拌均匀， 最后放入少许韭菜
花再次搅拌， 三种主料混为一体
后再依次加入少许盐、 酱油、 味
精、 醋、 虾油、 香油稍加搅拌即
可， 这个只是我家当时吃涮肉调
料的做法， 也许您觉得次序或者

用料有出入， 但这正说明了我刚
才所讲的各有千秋。

食材都准备好以后就可以开
涮了， 这涮肉也讲究次序， 一定
要先下羊肉， 这样锅里就会有羊
肉汤的香气， 之后再下豆腐和粉
丝， 最后是白菜入锅清清口， 您
要是还想溜溜缝儿， 那就再来一
碗锅底汤， 绝对原汤化原食。 另
外在吃老北京涮羊肉的时候， 还
有两样儿您也得备着， 那就是芝
麻酱烧饼和糖蒜， 烧饼解饱、 糖
蒜去腻。

自从住了楼房以后， 我就没
在家吃过铜锅炭火的老北京涮羊
肉了 ， 一是不卫生 ， 二是不安
全。 虽然电火锅方便实用， 但总
是感觉差了点儿味道。

在我们厂， 职工的工作服是
深蓝色，安全员的工作服是桔色，
职工在现场作业时， 看到桔色身
影，就知道是安全员来了。

朱军， 就是这样一位穿桔色
工作服的安全员。 我们平时称呼
他为 “朱工”。

我刚参加工作没多久， 就听
部门里的师傅提起他的 “大名”，
什么上现场取样忘记戴防尘口罩
被他教育啦、 什么往施工工地运
送木材抄近路被他批评啦、 什么
在现场干活脚手板没铺满就开工
被他考核啦、 什么违章作业被他
逮到下罚单啦……数不胜数。 师
傅一脸郑重地提醒我：“小赵，你
以后上现场抄数据可千万小心，
安全帽和劳动防护用品一定要规
规矩矩地穿戴好，严格按照《作业
规程》操作，否则，万一被他逮到
了，后果很严重，找谁讲情都不管
用。那人是个软硬不吃的‘黑脸包
公’！ ”听得我直点头。

果然， 没多久， 师傅带着我
到生产现场实习时见到了他。 他
中等个头 ， 身材略瘦 ， 脚步敏
捷， 一身桔色连体工作服衬托得
面色越发严肃凝重， 锐利的目光
从眼镜片后面射出来， 仿佛随时
能挑出你的毛病， 一些师傅看到
他的目光就紧张。 他脖子上挂着
小手电筒和照相机， 手中拿着记
录本和水笔， 浑身上下都透出一
股难以接近的气质。

他看见我， 走过来问： “新
进厂的实习生？” 师傅替我回答：
“是。” 他说： “三级安全教育学
了吧？ 我问你几个问题。” 虽然
很紧张， 我还是完整地回答了他
的提问。 他点点头， 拿出笔记了
些什么， 走了。 师傅告诉我， 这
叫 “现场考问”。 朱工给我的第
一印象是严肃、 古板、 负责任。

两个多月后， 厂里举行一场
脱硫吸收塔火灾事故应急演习。
人群中， 一抹亮眼的桔色身影不
停地跑来跑去， 衣服的后背已经
汗湿了一大片。 我定睛一看， 那
不是朱工嘛！ 只见他走到几个人
面前交代着： “待会儿你们三个
先上去， 像平时一样作业， 别紧
张， 啊！” 说完又走到另外两个
人面前交代： “演习开始后五分
钟再投放烟雾弹 ， 别投早了 ，
啊！ 防火护垫铺设了吧？ 离演习
开始还有几分钟， 把预案再熟悉
一遍。” 他不停地叮嘱着、 比划
着， 一遍又一遍， 目光中透出关
切的神情， 好像母亲送孩子上考
场一样。

午后热辣辣的阳光下， 他的
脸被晒得通红， 豆大的汗珠一串
串往下掉， 嗓音也沙哑得厉害。
但他还是不停地说着、 嘱咐着各

种安全注意事项。 我旁边的一位
参加演习的师傅说： “举行一场
演习真不容易， 得操多少心思，
你看朱工 ， 累得两个黑眼圈多
重， 眼睛里都是血丝。” 演习进
行得很顺利， 两个多小时的过程
中， 朱工一分钟也没闲着， 忙前
忙后， 跑上跑下， 自始至终都绷
得紧紧的 。 演习结束 ， 清场完
毕， 他一弯腰坐到地上， 闭着眼
睛， 一脸倦容， 歇了半天才用手
撑着地面站起来。 那一刻， 我感
动了， 朱工瘦削的身材在我眼中
变得高大起来。

不久之后， 安全环保部借调
我给朱工帮忙。 我觉得他不近人
情， 不想去。 领导安慰我： “别
有什么顾虑， 朱军那个人表面上
看很严厉， 实际上是个热心人。”
刚到安全环保部， 业务不熟悉，
又不敢问， 工作中出了差错， 我
紧张得头皮发麻， 生怕被朱工责
骂。 没想到他把我弄错的材料打
印出来， 一条一条跟我解释， 直
到我弄懂， 并拿给我几份资料，
让我抽空熟悉。 他对我说： “刚
接触安全方面的业务， 出差错也
正常 ， 不懂就要多问 ， 没关系
的。 我刚干安全管理时也经常出
差错， 全靠勤学多问， 后来又抽
时间考了安全资格证书， 渐渐就
上手了。” 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
暖的， 放下了包袱。

借调期间， 我多次看见因违
章作业被处罚的人跑来或者托人
找朱工 “说情”， 都被他严词拒
绝了。 有一回 ， 一个年轻小伙
子流着泪苦苦哀求他 “网开一
面 ”： “我不想待岗进 ‘三违 ’
学习班， 我上有老、 下有小、 爱
人没有工作， 全家人都指望我这
份工资 。 我要是没有了这个岗
位， 就……”

我听得心里难受极了， 朱工
却板着脸：“你既然知道自己是家
庭的‘顶梁柱’，就更应该珍惜自
己的生命和健康 ， 更应该保护
好自己！ 这次必须进 ‘三违’ 学
习班， 醒醒脑子， 长个记性， 以
后绝不再犯 ！” 小伙子离开后 ，
朱工看到我一脸不忍的样子， 跟
我说： “有句话叫 ‘严是爱， 松
是害， 出了事故害三代’。 我这
样做， 表面上看是不近人情， 实
际上是为了他好。” 事后， 我从
别的同事那里得知， 朱工托人给
那个小伙子家里送去五百块钱，
我心里热乎乎的。

如今，我在生产现场作业时，
仍然能看到朱工穿着桔色连体服
的身影， 这抹桔色已经不会让我
紧张、畏惧了，取而代之是一种温
暖的感觉，因为我知道，他是我们
生命安全的“守护神”。

那抹温暖的桔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