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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不是青春
□宋千寻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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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相册

在我们这股血脉里， 文化程
度最高的要数舅爷家的三舅， 可
是三舅失去音信有好多年了。 前
些年， 外地打工的人回来说， 在
双鸭山煤矿看见一个煤黑子， 很
像三舅。 舅爷家的几个姨， 虽然
都已经五六十岁的年龄了， 可还
是哭哭咧咧地闹着要去找弟弟。
去是去了， 回来的依旧是她们姐
妹几个， 身后没有三舅， 也绝口
不提下文 ， 也就没了下文 。 三
舅， 我的长辈里最有文化的这个
人， 成为了一个谜。

我妈说， 三舅上学时是十里
八村都出名的后生， 脑子灵光，
只要老师讲过的， 他从来不用趴
在家里抠扯那点东西没完， 滤一
眼， 脑子里就扎根了， 在考试和
老师提问时完全能答对的， 除了
他没别人。 三舅争气， 一路考进
了高中， 让舅爷在村子里走路都
抬着头挺着胸， 意气十足的。

三舅人长得白净， 冬天一身
中山装， 夏天一件白衬衫， 总是
干净利落文质彬彬的样子。 十里
八村赶大集的时候， 就有很多姑
娘为了看三舅上学， 顶着刚出升

的日头就去赶集。
邻村有一个火辣的姑娘， 一

直追三舅上下学， 他们曾经是小
学同学。 姑娘家穷， 早早下了田
地， 论模样长得也算俊俏， 泼辣
活泼、 火热勇敢。 总是把自己做
的千层底鞋或者饼子在三舅放学
的路上拦下， 塞在他怀里， 再羞
答答地说几句话， 然后跑回家。
男追女隔层山， 女追男隔层纱，
天长日久， 三舅动了感情， 就琢
磨起和这姑娘的事来。

可是没多久 ， 那姑娘出了
事。 听我妈说， 是因为姑娘总去
离家几里地外的小树林里等三舅
放学， 那天却出了事， 等到三舅
赶到两个人常见面的地方时， 姑

娘衣服破烂， 神情呆滞地躺在小
树林的地上……三舅脑袋嗡一
下， 抱着姑娘哭。

三舅回家提要娶姑娘的想
法， 舅爷拿起一瓶喷葱地的乐果
就要喝下去， 以死相逼， 把三舅
弄去县里亲属家等待高考， 并责
令不许回家。

三舅考上大学后， 姑娘被家
里嫁出去很远， 也有人说是被娘
家卖了五百块钱， 被一个说不上
媳妇的老光棍买走了。 三舅在送
走舅爷后， 还是孑然一身， 四处
打听那姑娘的下落， 当听到姑娘
嫁的男人总是虐待她， 往死了打
她的时候，三舅喝了酒，在街上醉
得不省人事。然后三舅就失踪了。

我追问我妈， 几个大姨去找
三舅， 究竟是找到还是没找到？
我妈说， 找到了， 但已经不再是
从前的那个人了。 你三舅他换了
名字， 换了活着的方式， 用另外
一种方式在过着自己的日子。 那
个姑娘的丈夫死在了一次煤窑塌
方事故里， 扔下她和孩子。 你三
舅便在那个位置上过着人生。

我们这辈人只能在姥姥家墙
上的老照片里看见三舅， 一身白
衬衫， 很像 《山楂树之恋》 里的
老三， 瘦瘦高高、 白白净净、 会
背古诗的那个意气勃发的有志青
年， 我很难把三舅和她们说的煤
黑子联系在一起。 可是我知道，
镜框里的青春不是芳华， 他真正
的芳华是和自己爱的那个人在一
起度过的岁月， 那岁月里所有的
幸福和故事才是他的芳华。

□马海霞 文/图

帮儿子交朋友

■图片故事

□张栓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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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灵魂

《周恩来最后600天》 是顾保
孜继 《红墙里的瞬间》 《毛泽东
最后七年风雨路 》 等 “领袖题
材” 之后的又一力作。 该书分为
六章： 祸起萧墙、 病魔缠身、 困
顿病榻、 回天乏力、 弥留之际、
魂舞大地。

读过这24个字， 已然让我们
触摸到了沉重、 伤痛、 无助、 感
叹。 书中的300余幅图片， 有周
总理与毛泽东、 邓小平、 叶剑英
等各个时期工作 、 接待会见外
宾、 去外地考察的镜头， 有他与
邓颖超、 与老区人民、 与身边工
作人员的合影。

看着一幅幅照片， 仿佛让我
们再次看见周总理那消瘦 、 疲
惫、 忧愁、 隐忍的脸庞， 看到他
为了国家发展建设、 人民过上好
日子， 奔波操劳的身影。

《周恩来最后600天》 讲述了
1972年5月12日周总理在一次例
行尿检中发现带有红血球 （癌细
胞）， 1974年6月住进305医院治
疗， 到1976年1月8日去世、 骨灰
撒向祖国大江大河， 其间发生的
很多事情。 这段时间， 正是我国
“文革” 思潮依然影响深重， 国
家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外
交等各领域工作亟需扭转 、 恢
复 、 建设的重要时期 ， 许多大
事、 要事、 难事都要周总理亲力
亲为。

尤其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复出工作， 主持起草
党的十大文件、 筹备参加四届人
大会议， “四个现代化” 建设如
何起步， 接见美、 日、 英、 法、
澳大利亚、 朝鲜等国家领导人 ，
陪同外宾到延安、 西安、 大寨、
上海等地参观， 与美国、 日本建
立外交关系等这些问题。

周总理就像性情刚烈的孺子
牛， 日夜兼程地工作， 日夜不停
地操劳。 尤其是当他知道自己病
情严重以后， 几乎是在与病魔赛
跑， 边治病边工作。 因为， 他心
里想的是党、 国家和人民利益，
他始终牢记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
曾经许下的 “鞠躬尽瘁， 死而后
已” 的诺言； 他必须坚定地 “用
有限的生命确立一个政治生命的
高度———那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
不能落在 ‘四人帮’ 手里”， 乃

至 “耗尽心血完成了护驾邓小平
出山的最后一段路程”。

《周恩来最后600天》 让我们
读到的不只是周总理患病之后与
病魔抗争的一段段伤痛、 一幕幕
悲情 ， 更多的是周总理对党忠
诚、 心系国家、 无私奉献、 披肝
沥胆、 忍辱负重的高尚品格， 高
贵的灵魂 。 正如作者所说 ， 我
“写了这么多领袖题材之后， 明
白了他在总理那个位置上的那种
忘我， 把自己全部奉献给党的精
神。 他知道领导人的命运关系到
一个国家的命运。”

该书编辑王飞宁 （作者的女
儿 ） 在谈到编辑 《周恩来最后
600天》 时深情地说： “母亲写
的很多段落 ， 每次看都会掉眼
泪。 在他 （周总理） 身上有很伟
大的品质， 这是无可否认的， 能
做到的人凤毛麟角。”

她说， 一看到附在书中的那
几张盛年时神采奕奕的总理照片
制作的明信片， “再看他的暮年
时承受的东西， 就会被他的命运
打动。” 一想到周总理最后岁月
“所承受的精神折磨 、 身体病
痛”， 真的很伤感， “书中有些
场景、 有些对话， 每次读到， 必
然泪下。”

今 年 是 周 恩 来 总 理 诞 辰
120周 年 。 捧 读 《周恩来最后
600天 》 《周恩来传 》 等专著 ，
当是对周总理最崇高的敬意， 最
好的怀念。

儿子性格内向， 不喜欢主动
结交朋友， 小学三年级了， 只有
两个要好的朋友， 还是和儿子前
后桌的缘故。

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 说在
日本， 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需要完
成的一门功课是学会交朋友， 而
且交往五十个才算合格。文中说，
学会交友对任何人的一生来说都
是很重要的， 年少时拥有结交朋
友的能力，朋友越积累越多，多一
个朋友多一条路， 一个人的朋友
圈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人脉圈。
而人一生中最温暖最持久的友谊
都是在童年时期建立起来的。

我把这篇文章拿给儿子看 ，
也鼓励他利用一年时间交往五十
个朋友， 并且告诉他， 学会交友
不仅是一门课程， 而且是提高情
商的过程。

儿子不知道从何着手， 我告
诉他， 可以先和班里最孤立、 没
有朋友的同学开始交往， 因为他

们没有朋友， 就特别渴望友谊，
只要有人抛出橄榄枝， 他们马上
会接受的。 下午儿子放学回家，
开心地告诉我， 他今天又多了一
个朋友， 就是班里学习最差的小
冰同学。 我忙让儿子介绍一下交
友经验， 儿子认真地告诉我， 课
间操时， 他主动邀请小冰同学和
自己做游戏。 下午放学时， 小冰
同学还把自己悄悄藏在书包里的
棒棒糖分他一个呢。

我告诉儿子， 朋友交往要懂
得礼尚往来， 建议他也选一个小
礼物送给小冰同学， 这样做朋友
才能长久。

一个月下来， 儿子交往了七
八个朋友， 都是学习比儿子差、
在学校朋友较少的同学。 我和儿
子闲聊， 问他， 为何不交往几位
学霸呢？ 儿子憨憨地笑了， 说自
己学习一般， 人家学霸根本不缺
朋友， 怎么会和自己做朋友呢。

我忙鼓励他， 尺有所短寸有

所长， 学霸在学习上表现突出，
不一定在别的方面也领先呀。 比
如， 你体育就很好， 每次跑步都
在班里跑第一， 而且你足球踢得
也很棒， 你还团结同学、 乐于助
人， 不欺负弱小同学， 这些都是
闪光的优点。

儿子还是不好意思主动打入
学霸圈， 我建议他， 以后上体育
课自由活动时， 可以邀请学霸一
起踢球。

我知道， 儿子有股不服输的
劲儿， 学习虽然一般般， 但一上
体育课就瞬间自信爆棚， 有时还
故意显摆自己的球技。 我委婉劝
道， 这样不仅提高不了自己的威
信， 反而会徒增他人反感。

道理给儿子讲清楚了， 我便
没有再过问此事， 后来， 儿子的
球友多了几个小学霸， 我就知道
他接受了我的观点。

儿子学校有个 “小老大 ” ，
比儿子高两级， 平时爱欺负低年
级同学。 有一天放学， 我看到他
故意推搡儿子， 若在以前， 我早
上去教训他了， 并且还要告诉他
的家长和老师， 但自从和儿子有
了那个交友计划 ， 我改变了策
略， 决定把 “敌人” 也 “策反”
到朋友阵营。 我假装没看到， 第
二天 ， 我远远看到那位 “小老
大”， 便领着儿子上前和他打招
呼 ， 让儿子平时多向大哥哥学
习， 还当面夸奖他有正义感， 有
股侠客精神。 我这么一说， “小
老大” 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我成
功将他 “化敌为友”。

一年过去了， 儿子的朋友虽
然没有五十个， 但性格却开朗了
不少， 我也在帮助儿子交朋友的
过程中收获颇丰。 成长是一辈子
的事， 用友好的心态对待别人，
肯定能收获满满的情意和温暖。

———《周恩来最后600天》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