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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跛 脚 的 爱

□□关关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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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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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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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马振振涛涛 文文//图图

母亲跛脚， 小时候没觉得怎
么， 稍微大点开始调皮， 总觉得
母亲走路好玩， 有时就学母亲走
路一颠一颠的样子， 母亲并没有
说什么也没有制止我。 长大后，
我觉得母亲走路的样子很难看，
母亲每次和我说话， 我都不爱搭
理， 如果出门， 我总在母亲前边
落下母亲一大截， 母子俩形同陌
路。 而母亲对我流露出来的厌烦
之情不恼不怒， 依然无微不至地
关心我、 体贴我。

我12岁那年， 家中建房， 需
要把一棵槐树伐掉作为建房使
用， 父亲刨树， 为了不使槐树倒
在北屋上， 父亲便用一根粗绳系
在大树枝 ， 让母亲向西南方向
拉， 我则在一旁玩耍。 树根挖掉
大半时， 没想到大树突然向我这
边倒来， 可我丝毫没有觉察到。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母亲大喊
一声： “快走开！” 说着便飞过
来把我猛地推开， 而母亲却被树
枝砸在了下面， 父亲赶紧把母亲
送到了医院， 经诊断， 母亲右脚
踝轻微骨折， 经过治疗才逐渐恢
复健康。 事后， 父亲开玩笑问母
亲这次怎么这么麻利， 母亲说：
“我也不知道！”

这次事件之后 ， 我对母亲
的 态 度 有所变化 ， 但是心里仍
有疙瘩。

上初二的一个周一， 我把数
学作业忘在了家里 ， 检查作业
时， 我和数学老师说明了理由，
可是老师还不相信。 下课后， 当
我为数学老师的不理解而闷闷不
乐时， 母亲出现在了教室的楼道
里 ， 我看到她正在打听我的教
室， 此时， 我的心中立即掠过了
一丝不安， 脸红到了耳朵根， 我
想躲起来。 可是， 那个同学已经
叫到我的名字： 冯天军 ， 你母
亲来了 ！ 母亲的目光也与我相
遇， 她一颠一颠地走过来。 我看
得出， 母亲刻意打扮过， 并且尽
量走得正常， 晃动的幅度很小。

母亲说：“怎么这么粗心， 把作业
本落家里了！ ” 我一手拽过作业
本，头也没回就往教室走。我听到
身后同学们叽叽喳喳的议论声。

那天， 回到家中， 就把气撒
在母亲身上： “以后不要再去学
校， 省的让我丢人！” 母亲唯唯
诺诺的， 像做了错事一样， 一句
话也没说。 站在一旁的父亲愤怒
了， 混账东西， 你妈不是为了你
吗！ 说着掴了我一个耳光。 我一
边委屈地捂着打疼的脸， 一边倔
强地说： “为了我什么， 为了我
丢人！” “你妈落下这样的毛病
还不是为了 ‘救你’？” “救我？”
母亲拉着我的手， 派说着父亲，
让我去做作业。

原来， 母亲的跛脚不是天生
的， 我5岁那年， 父亲在外打工，
我突然生了水痘。 发烧不止， 水
痘长满了全身， 不吃不喝， 母亲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去
了医院也没管用， 后来听说， 十
几里之外的旮旯村有个先生， 能
专治这病。 母亲像找到了救命稻
草， 于是背着我去看大夫， 路上
走得急， 又是盘山小路， 母亲一
脚踩空了掉进了沟里， 我安然无
恙， 而母亲却造成了左脚骨折，
因为医疗条件差， 所以留下了跛
脚的后遗症。

听完父亲的讲述， 我泪眼婆
娑， 紧紧地抱住母亲： “娘， 我
错怪您了 ！ 对不起 ， 对不起 ！”
母亲抚摸着我的头， 安慰着我。
从那以后， 我不再为母亲的跛脚
而伤心 ， 而为母亲的跛脚而自
豪， 因为那是爱的跛脚， 每一个
脚印里都是对我深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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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哥 ， 我刚更换的刹车分
泵不好使 ， 帮忙看看啥原因 。”
公交保修三厂保修六组修理工谢
巧珠 ,向在不远处维修发动机的
段旭辉求助。 段旭辉根据实际查
看的情况， 初步判断是刹车分泵
进气歧管堵塞进气量不足， 只要
更换气管， 就能够解决问题。 经
过一番 “诊治”， 段旭辉的双手
和脸颊都沾上了油污。

段旭辉不仅是热心肠， 技术
上也有绝活。 “段哥， 啥时候有
空教我发动机故障电脑检测判断
维修呗？” “行啊， 下次我修机
器的时候 ， 一定叫上你 。 到时
候， 咱们来个现场解说。” 如今，
在保修六组 ， “有问题 、 有困
难， 找党员组长段旭辉” 已经成
为新常态。

段旭辉刚到保养组工作不
久， 有一次下班后， 一部故障车
辆被拖回厂， 为了不耽误车辆运
营， 刚准备下班的段旭辉立马套
上工作服， 跟随师父赶回班组，
对车辆故障进行紧急修复。 正在
地沟里准备拆检传动轴螺丝的段
旭辉突然发现， 气路组的工友小
王没阻断节气阀门就拆卸刹车分
泵 。 段旭辉看见后一把推开小
王， 但由于紧固螺丝已经脱离，
刹车顶杆瞬间崩出， 正打在段旭
辉眉间， 血立刻就冒了出来， 同
事们赶紧拉着段旭辉往离单位不
远的中医院跑。

段旭辉只在家休养了一天 ，
第二天， 额头绷着一块纱布又跑
回班组 ， 跟着师傅车上车下忙
活。 后来， 他的眉间留下了一道
疤痕。

“当时情况紧急 ， 啥都没想

就冲上去了。 这个疤就算是一个
小小的纪念， 每当看到它都会告
诫自己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
规程和工艺标准； 工作中一定要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 多查 、 多
看、 多问， 尽可能保证车辆维修
安全。” 段旭辉说。

不管是从事车辆保修作业还
是巡查运营车辆， 每次遇到暴雨
大雪、 高温酷暑等恶劣天气， 段
旭辉都会一马当先钻进低矮的车
下， 维修车辆。 “脏活、 累活、
危险的活， 组长总是跟我们抢着
干 ， 活脱脱就是一个 ‘拼命三
郎’， 跟着这样的党员组长再苦
再累也要完成任务。” 一名职工
感慨地说。 在段旭辉和全体组员

的共同努力下， 保修六组成了全
厂的标杆班组。

“车型不熟悉， 再高的技能
也发挥不到点子上”。 段旭辉不
但严格要求自己， 对年轻人和徒
弟们也严格要求。 他要求徒弟们
首先要将工作态度放端正， 更新
脑子里的新车型数据库和车辆维
修专业知识。

在他的严格要求下 ， 年轻
人经过两年的锻炼 ， 便可独立
完成各项维修任务。 目前为止，
已有12人顺利出师， 在各个公交
车辆维修项目上挑大梁担重任，
更有4人在北京市技能大赛上闯
进前十名， 成为车间耀眼的技术
明星。

■工友情怀

■每日连载
办公室的门轻轻地敲了两

声 ， 呼维民收拾神情 ， 正襟危
坐， 说声请进。 进来的是北梁市
总工会副主席齐北梁， 齐北梁是
他在这里唯一的熟人， 他们至少
认识三十年了。 当年呼维民在江
山机械厂当工人， 齐北梁是江山
中学的学生， 曾经到他的车间里
学工。

呼维民招呼他坐下， 给他泡
茶 ， 齐北梁伸手对呼维民说 ：
“有烟吗？”

呼维民说： “我不抽烟， 但
也不反对你抽。”

齐北梁对呼维民说 ： “我
听 得 懂 ， 不反对 ， 就是不赞成
的意思。”

呼维民指了指茶杯对齐北梁
说： “尝尝我这茶味道怎么样？
正宗的金骏眉。”

齐北梁喝了一口说 ： “没
劲， 给我来杯白开水。”

齐北梁说： “呼主席， 咱们
熟人不说瞎话， 我欢迎你到工会
来工作， 但是他们这么安排你，
太不象话了！”

呼维民说 ： “你 这 话 ， 到
底是欢迎我来呢 ， 还是不想让
我来？”

齐北梁说 ： “欢迎你来北
梁， 但不想你来工会， 听说本来
是要安排你当副市长的。 结果安
排了令行止。”

呼维民听说， 这次工会老主
席何清贤退休， 本来齐北梁有希
望接任主席， 组织考察谈话程序
都走过了， 却被他意外插队。 呼
维民想 ， 自己对这一安排不满
意， 同时还有更不满意的， 其中
区别不过是， 一个看不上这个位
子，另一个得不到这个位子。可见
人的运气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想
到这里呼维民说：“这事组织自有
安排， 也不是你我能决定的， 咱
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齐北梁说： “我还听说， 令
行止本来是安排到宗教局去的。
不知道通过哪个大师活佛， 从北

京走通了省里的门路， 才挤过来
插队把你抢了。”

呼维民说： “咱还是说说工
会的事吧， 我还啥也不懂呢， 你
一直在这里工作， 人头熟、 经验
多， 以后多指点我。”

齐北梁说： “工会工作嘛 ，
简单 。 工作内容不过是吹拉弹
唱， 打球照相， 迎来送往， 带头
鼓掌。 还有， 就是人们说的五子
登科———搬凳子、 当孙子、 要票
子、 当孝子……反正， 你到这里
是大材小用了。”

齐北梁说着转身拿起茶杯 ，
又给自己倒了杯水， 站到呼维民
的桌子旁边， 有几分神秘地说：
“你知道不知道， 工会有句行话，
叫出生入死？”

呼维民摇了摇头， 说： “吹

拉弹唱还搞得这么危险？ 解放前
还差不多吧。”

齐北梁也摇了摇头说： “这
话意思是 ， 出了工会的门就活
了， 还会活得挺好， 只要进了工
会的门， 就基本上 ‘死’ 定了。”

呼维民听了之后， 心中泛起
一种宿命感。

齐北梁说： “不扯了， 咱谈
工作吧。 我找你， 主要是想说说
金秋助学的事， 这是咱工会的品
牌工程。”

呼维民指了指窗外黑沉沉的
雾霾：

“这也叫金秋？” （连载2）

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 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 这里
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

人民利益
———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

党党员员师师傅傅
带带出出明明星星徒徒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