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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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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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老A同我在一个厂子工作 ，
曾多次被评为工会积极分子，先
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劳动模范。

老A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
是在军工厂职工夜校的教室里。
据老A后来说， 那天， 结伴进来
三位陌生姑娘， 他第一眼就喜欢
上了我。 不料， 没来得及搭话相
识， 又不见了踪影。 原因是， 我
们结束了在长春汽车厂的一年实
习， 回厂在夜校听了一节课， 又
被派往洛阳拖拉机厂实习两年。

三年学徒期满， 回到厂， 经
人介绍， 在寒冷的冬季， 我结识
了老A。

有人说， 被人喜欢或曰被人
爱， 是幸福的。 我想说， 被一个
陌生人喜欢， 挺别扭的。 那个时
候 ， 我的心 ， 还在云里雾里飘
着， 迟迟不肯着陆。

老A用实打实的做法， 坚守
着他的喜欢。

大约是1976年春节前夕， 老
A等几位在重要岗位值班的年轻
人 ， 每人出6块钱 ， 搭帮过年 ，
我也在其中。 我们去南梁采购年
货， 集市上人挤人， 路边老汉提
着一只鸡叫卖， 我问： 多少钱？
回答 ： 两块 。 我说 ： 一块八行
吗？ 回答： 行。 我想叫住伙伴，
征求他们的意见， 不料， 刚才还
在前面的几个人， 此时不见了踪
影。 我慌神了， 急着去追他们，
却被老汉拽住胳膊： 你还了价，
咋不买？ 不买别走！ 吓得我眼泪
都出来了。

是老A最先发现我没有跟上
他们， 急匆匆返回来， 看到老汉
拽着我的袖子， 上前质问： 你干
什么？！ 老汉看到突然冒出一个

小伙子， 立刻松了手。
老A爱好无线电， 我爱好文

学， 纯属两股道上跑的车。 他却
利用自己的爱好， 执着地想曲线
帮助我。

为了能够让接触到的作家对
我的稿子提点具体意见， 他先后
登门， 帮G老师修理大哥大、 电
话， 帮D老师修理打印机、 传真
机， 帮W老师修理录音机、 电视
机， 帮L老师修理电脑、 照明灯、
电动玩具……而被他帮助过的
人， 对我的帮助， 远不如老A帮
他们认真。 也许， G、 D、 W、 L
看我写的东西， 根本不像作品，
无从下嘴说什么吧。

老A看到我痴迷文学， 而求
师无门痛苦不堪的样子 ， 曾劝
说： 跟我学无线电吧。 按说， 我
本职工作是自动化仪表， 他愿意
倾力相助 ， 是件求之不得的好
事。 然而， 每每打开电路图， 望

着密密麻麻的二极管、 三极管，
可控硅、 多级放大、 正反馈、 负
反馈， 我的头都大了。 我之所以
能把毫无兴趣的工作干出色， 考
取并成为全厂唯一的一名自动化
仪表技师， 除了下苦功， 和老A
的帮助有很大关系。

当工作不顺的时候， 当被误
解受屈的时候， 当对文学、 舞蹈
的爱好感到自卑汗颜无地自容的
时候 ， 我最想见到的人 ， 是老
A。 他安慰我 ， 劝说我 ， 鼓励
我， 驱散我心中的郁闷， 直到云
开雾散。

想说老A前， 满肚子的话向
外涌， 一旦真说， 口笨笔拙， 竟
不知说什么。

感谢老A和我风雨同舟， 走
过四十个春夏秋冬， 并将继续结
伴前行， 观赏旅途风光， 享受幸
福人生。 老A真名叫刘立新， 而
我更喜欢叫他———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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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说说老老AA □秦景棉 文/图

古人的植树情结 □钟芳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春暖花开，风和日丽，雨水
充沛， 正是植树造林的大好时
节。从古至今，植树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 历代不少文人与
植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留下了
许多脍炙人口的植树诗篇。

“萦萦窗下兰， 密密堂前
柳”，采菊东篱下的东晋诗人陶
渊明，生平最喜植柳，他生性刚
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
归隐后，始终与柳树为友，还特
意在房前栽下五棵鹅黄柳，自
号“五柳先生”。 陶渊明房前屋
后种树 ，田园水边栽柳 ，在这
清贫自由的生活中， 还写下许
多爱树的诗句 ：“榆柳荫后檐，
桃李罗堂前”、“孟夏草木长，绕
屋树扶疏”等，道出了他对柳树
花木的一往情深。

唐代诗人杜甫、白居易、柳
宗元也都喜欢植树。 杜甫在安
史之乱后来到四川成都筑造草
堂，为了居住环境的优美，曾四
处寻找树苗，并以《诣徐卿觅果
栽》 为题作诗：“草堂少花今欲
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
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 ”求
得苗木以后，杜甫亲自栽种，并
写下自己植树的深切感受：“独
绕虚斋径，常持小斧柯。幽阴成
颇杂，恶木剪还多。 ”悉心修剪
换来风景如画，出现了“万里桥
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
含翠篠娟娟净， 雨裛红蕖冉冉
香”的喜人景象。

白居易素以种树为乐 ，他
官做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每
到一处都要栽花种树。“手栽两
松树，聊以当嘉宾”、“白头种松
桂，早晚见成林。 ”这两句诗把
白居易的爱树之情表现得淋漓
尽致。

公元819年，白居易在任忠
州刺史时， 见城周山岗满目荒
芜，感慨之余，挥毫写下了“巴
俗不爱花， 竟春无人来” 的诗
句。 为了改变当地秃山荒岭的
面貌， 他亲自到城郊和百姓一
起栽树种花。其诗《东坡种花二

首》 就生动地记载了这件事：
“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 但
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参
杂种， 千枝次第开……红者霞
艳艳， 白者雪皑皑。 游蜂逐不
去，好鸟亦来栖。 ”公元822年7
月，白居易调任杭州刺史，他一
到任， 就带领当地百姓大兴绿
化， 他和百姓一起在西湖里筑
起了一道长堤， 并在堤上种植
了许多柳树，这便是有名的“白
堤”，白居易也因其亲民和植树
造林造福后代的作风深受百姓
的敬爱。

素有“柳痴”之称的柳宗元
在柳州任刺史时， 一上任便大
力提倡植树， 带领百姓在柳江
沿岸种了很多柳树，并作《种柳
戏题》诗：“柳州柳刺史，种柳柳
江边。 谈笑为故事， 推移成昔
年。 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
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

柳宗元不仅种柳， 还爱种
柑树， 在 《柳州城西北隅种柑
树》 诗中写道：“手种黄柑二百
株，春来新叶遍城隅”，生动地
描绘了春天柑树一派碧绿繁盛
的景色。柳宗元还写过一篇《种
树郭橐驼传》，总结了很多种树
经验，以及防治病虫害的方法，
真可谓植树的行家里手。

宋代诗词大家苏轼从小就
喜欢种植花木， 他在 《戏作种
松》诗中说：“我昔少年日，种松
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
秧。”全诗不仅记录了词人种树
的经历， 而且描述了松树的成
长，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公元1079年，他谪居黄州时，筑
建东坡雪堂，四周植以桑、竹、
柳， 有诗记载：“去年东坡拾瓦
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苏轼在
杭州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徜徉
于古诗词中， 我们不难感受到
古人那份闲适的情怀。

让我们在这草长莺飞的阳
春三月，发扬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的精神，多种些树，栽下一片
绿色，惠泽后代。

■家庭相册

父爱如树 □陈佳 文/图

我出生那年， 父亲从集市上
买来几株果树苗， 在屋后的菜地
种下， 并说以后每年我生日那天
都会种下一棵树。 及至我上小学
时， 菜地里已相继有了桃、 李、
香椿 、 桂花 、 板栗等十多个树
种， 俨然一片小树林。

记忆中， 每年3月， 父亲必
爬上高高的香椿树， 采下新鲜的
椿芽让母亲炒鸡蛋给我吃， 说是
可以防肠炎、 治痢疾。 吃着那金
黄松软的鸡蛋， 仿佛整个春天都
在舌尖上跳动了。 端午前后， 父
亲又会攀在梯子上， 拣那熟透了
的桃子和李子摘下， 洗净用白瓷
盘装着， 放在我书桌上。 每每做
完作业， 吃上一个， 才入口， 一

股带着泥土芬芳的甜蜜即润入肺
腑。 金秋时节， 桂子飘香， 父母
亲一起采下鲜桂花腌制桂花糖，
留待过年时做米糖用。 细心的父
亲还找来青花瓷酒瓶 ， 打上井
水， 选几枝花朵饱满的养上放在
客厅， 整个家里都弥漫着沁人心
脾的甜香。

初三那年中考后 ， 我落榜
了。 为了凑择校费， 父亲跟邻居
去镇上的工地扎钢筋， 不想却被
砖块砸伤了脚。 眼见开学临近，
无奈之下 ， 父亲决计卖掉桂花
树。 而当接过钱的那一刻， 我瞥
见父亲的眼中有些不舍。

岁月在花开叶落中逝去。 如
今， 我已成人， 娶妻生子， 并在

县城里谋了份聊以温饱的职业。
而渐渐老去的父亲却依然在每年
春天种下树苗， 并按时令进城给
我们送来桃李 、 柿子等新鲜水
果。 每每劝他不必如此周折， 父
亲却不以为意 ， 总说你们不喜
欢， 我孙儿喜欢就好！ 去年中秋
带小儿回家， 父亲很开心， 牵着
小儿的手就要去打板栗。 我随口
说了句： “别麻烦了， 他又不爱
吃， 再说城里都能买得到。” 不
想一向温顺的父亲发起了火 ，
“你现在出息了是吧， 嫌弃你爹
了。 再说买不得花钱啊， 你很能
赚钱是吗？” 看着父亲佝偻着身
子在树枝上费力地挥动着竹杆，
而小儿却在大呼： “爷爷是孙猴
子， 还会爬树啊。” 我的鼻子不
由一酸， 两行清泪不争气地流了
下来 。 回家后 ， 吃着香甜的板
栗， 我的心情却是苦涩的。

春分那天， 父亲打来电话 ，
嘱我代买几株树莓， 说是电视里
介绍说维生素含量高， 便寻思种
点。 或许父亲并不清楚维生素到
底是何物， 只是想到对我们身体
有好处便心动了。 放下电话， 我
在想， 其实父亲不就像那片绿荫
荫的小树林吗， 总在我需要的时
候， 为我遮风挡雨， 为我奉献花
果， 却从无怨言。 耳畔响起那句
歌词： 总是向你索取， 却不曾说
谢谢你。

父亲， 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