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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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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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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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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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明明

■每日连载

工业园区的工会组建遇到了
不小阻力。

白广发和韩金成合资成立的
裕翔公司， 拥有六千余名职工，
却不肯成立工会组织， 呼维民到
工业园区去找了好几次， 白广发
每次都说： “这工会成立的有什
么用？ 老子想当个劳动模范， 还
被你们工会给卡下来了。”

呼维民说： “有职工的地方
就应该有工会， 按照 《工会法》
的规定， 二百人以上的企业， 应
当成立工会组织。 白老板你要搞
明白， 不是我让你成立工会， 而
是共产党让你成立， 你成立的工
会也不是我家的。 成立工会不是
你们老板的意志， 而是工人的权
利， 谁也没有权力剥夺工人参加
工会组织的权利。”

白广发说： “你也别抬出共
产党来压我， 我搞企业也是响应
党的富民政策， 党让一部分人先
富 起 来 ， 我 就 先 富 起 来 ， 现
在 给 政府交税 ， 给你们的工人
安排工作， 就是对党和政府最大
的贡献。”

呼维民说： “白老板， 什么
叫抬出党来压你？ 你又搞反了，
是工人们干活挣钱养活了你们，
而不是你们养活了工人。”

白广发说： “是我发钱给工
人， 还是工人发钱给老板？”

呼维民说： “工人不给你挣
来， 你拿什么去发？ 工人们给你
挣回了一头牛， 你顶多给工人发
一只鸡 ， 还好意思说养活了工
人 ！ 现在 ， 职工们要求成立工
会， 这是谁也不能侵犯的政治权
益。 你不成立也不打紧， 我就到
工厂去发动工人， 一定要把工会
成立起来， 这事我管定了， 谁也
拦不住。”

白广发说： “我就不信， 你
试试看， 谁敢参加工会， 我开除
谁。 劳动力有的是， 让你看看，
是我开除以后的工人活不下去，
还是我当老板的活不下去。”

呼维民说： “你有本事把所
有工人都开除么， 如果工人停工
一天， 你一天也过不下去。”

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 呼维民带了工会干

部， 要到裕翔公司动员职工， 没
想到他们连厂门都进不去， 厂门
口挂了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 “北
梁市挂牌保护重点企业”。 门卫
指着牌子， 把他们挡在了门外。

这是令行止想出来的点子，
他说 ， 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
境， 未经市政府特别许可， 禁止

任何组织 、 任何人进厂检查收
费、 评比验收。

呼维民盯着那块牌子， 狠狠
一跺脚， 说： “我就不信， 共产
党的国家， 还有我们工会进不去
的地方。”

呼维民进不了韩金成的工
厂， 正在想方设法之际， 刚好工
人日报记者站站长闵直方来北梁
采访， 他对闵直方说， 能不能在
报纸上披露一下他们的做法， 给
北梁市政府施加一些压力。 “市
政府重点保护” 的牌子， 应该是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而不是保护
他们阻挠工会组建的违法行为。
闵直方听了以后说： “上个月有
几位职工到我们记者站， 反映裕
翔公司劳动保护工作不到位， 车
间粉尘很大， 有两位职工工作不
到半年 ， 就查出了尘肺病的初
期 症 状 。 我去企业采访时 ， 也
被他们挡在门外， 我递给他们记
者证， 被保安直接从门卫室给丢
出来。 做这么多年记者， 还没有
受过这份鸟气， 我早就想着搞他
们一回了。” （连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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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外婆讲过， 外公外婆当初
相遇时， 正是抗战的关键时期。
由于家乡被日寇侵占， 外公只好
离乡背井， 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上
卖汤圆为生。 一天， 一路逃荒要
饭的外婆因饥饿难忍晕倒在街
上， 外公顿生恻隐之心， 用一碗
汤圆救活了外婆， 两个人从此相
依为命， 插在外婆发髻上的一支
不值钱的铜簪子， 是外婆唯一的
“嫁妆”。

我成年后，有一次，我劝母亲
扔掉那个老掉牙的老式衣橱，想
给她买个新式的衣柜。 母亲说什
么也不肯，听父亲说起，我才知道
他们结婚时， 正值三年自然灾害
的上世纪60年代初。 当时家里很
穷，连肚子都难撑饱，哪里有钱给
母亲正儿八经地办嫁妆啊！ 外公
外婆除了给母亲缝制了一身大红
色的棉衣棉裤， 准备了一套针线
女红外，这个请木匠打的衣橱，就
是母亲唯一的嫁妆，有道是“旧物
难舍”， 再加上父母用了几十年，

所以母亲才会倍加珍惜。 按母亲
的话来说， 这可是去世多年的外
公外婆留给她的唯一的纪念物，
现在看起来，这件“嫁妆”是那样
的简陋、寒酸。

与妻子领结婚证， 是在上世
纪80年代末， 改革开放的春风，
已使祖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当
时我在粮食部门上班， 单位分配
了住房。 妻子的嫁妆不但有全套
的家具 ， 还有 “三转一响加咔
嚓” （“三转” 即自行车、 缝纫
机 、 电风扇 ， “一响 ” 即录音
机， “咔嚓” 即照相机）， 当时
流行的三大件 “冰箱、 彩电、 洗
衣机” 也一件不缺， 宽大的新房
里摆放得满满当当。

今年五一期间， 侄女出嫁，
我回乡喝喜酒。 明媚的阳光下，
大哥的楼房前摆满了耀眼的嫁
妆， 有八铺八盖的床上用品， 四
季的多套服装， 还有组合家具和
液晶彩电、 空调、 热水器等高档
电器。 最引人注目的， 是一辆停

在楼旁巷子里的东风牌卡车， 上
面也贴上了红 “喜 ” 字 ， 一打
听， 原来也是侄女的嫁妆之一 ，
是给刚考取驾照的女婿跑运输用
的。 没想到如今的农村已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精养鱼塘遍布
原野， 楼房连片鳞次栉比， 水泥
村路四通八达， 连自来水也不再
是城镇居民的专利了。 看着这琳
琅满目的嫁妆， 让我深切感受到
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给家乡和家庭
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从一支不值钱的铜簪子，一
个寒酸的衣橱，到如今的汽车，我
们家四代人的嫁妆， 经过数十年
的沧桑演绎，见证的，既是我们家
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折射出一个
中华民族日新月异的巨大变迁。

四代人的嫁妆演绎 □李笙清

□曹雪柏 文/ 图

这里是陕西陇县西部的一
个边陲小山村， 依山傍水。 我帮
扶 的 对 象 吴 启 金 （ 化 名 ） 就
住这村。

第一次去吴老汉家是在一个
鸟语花香的日子。 在路人的指引
下， 终于找到了老吴家。 迎接我
们的是一条汪汪嚎叫的大黑狗，
看着那凶神恶煞的样子， 龇牙咧
嘴， 根本不欢迎我的到来。

漫空飞舞的小蜜蜂， 轻盈地
在空中打着旋， 嗡嗡嘤嘤。 这些
小精灵是老吴养的土蜂。 院子廊
台上、 杏树下， 摆满了山里人特
有的自制蜂巢。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家庭， 老
吴和十岁的小孙女婷婷 （化名）
相依为命， 爷孙俩孤苦伶仃， 就
靠这十几箱土蜂维持生活， 加上
散养的几十只土鸡。 农闲时间打
打零工。 婷婷的母亲不愿过这清
贫的日子， 改嫁他乡。 父亲外出
打工杳无音讯。 从此， 这个家就
陷入了困境。

婷婷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学
生， 成绩一般， 命运的不公好似
并没有在小女孩的心灵上留下阴
影， 她是个开朗爱笑的孩子。 走
进烟熏火燎的土坯老屋， 老屋就
像老吴一样饱经沧桑， 斑驳的墙
壁。 至此我就和这爷孙俩结下了
不解之缘， 隔三差五因扶贫常常
光顾。

面对这样的贫困户， 我是绞
尽了脑汁， 也感觉无从下手。 首
先我把目标定在了家庭环境卫生
上。 这个没有主妇的家庭， 环境
卫生不堪入目。 十岁的婷婷从小
也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在
我的指导下， 我们齐动手打扫卫
生， 让家里的东西摆放有序， 清

理了杂物和灶头的柴火。 清洗衣
物， 晾晒被褥， 让这个家庭焕发
了生机。

最终我把目光盯在了老吴家
这十几箱土蜂上 。 这可是个宝
啊， 纯天然、 无公害。 老吴人憨
厚老实， 也不会掺假。 这些土蜂
花开季节飞飞出出， 采的都是山
间的野花。 酿的蜜可都是正宗
的山花蜜啊 。 醇香味浓， 带着
淡淡的药香味。 平时老吴都是把
自产的土蜂蜜卖给了周边的村
民， 很廉价。 就是用装醪糟的罐
头瓶子一装， 随便出售， 也卖不
了几个钱。

当务之急就是让老吴家的土
蜂蜜身价百倍。 我网购批发了装
蜂蜜的瓶子， 托人设计了精美的
图案 ， 起名 “爷爷家的蜂蜜 ”，
并且把 “爷爷家的蜂蜜” 推到网
站进行爱心义卖。 “爷爷家的蜂
蜜” 初次上架， 因货真价实， 好
评如云， 供不应求。 甚至有人上
门购买。 为了带动周边村民， 成
立了以老吴为首的 “土蜂蜜合作
社”。 因为村子里养蜂的人很多，
但都是小打小闹 ， 没有形成规
模， 更主要的是没有出路。 自从
成立了合作社， 村民的养蜂积极
性大大提高。 家家户户都由原来
的十几箱扩大到几十箱。 老吴成
了村子里的名人。 首年就为老吴
家带来经济效益近两万元， 对这
个捉襟见肘的家庭， 这可不是一
笔小收入。 老吴脸上荡漾着从来
没有的笑容。 除此之外， 我经常
还帮助婷婷温习功课， 和她一起
读书， 教她背英语单词， 婷婷的
成绩也是进步很大。

一年多的扶贫工作使我深深
地感悟到———扶贫帮困最主要的
是要找对路子， 切合实际， 切勿
好高骛远， 想好法子才能让贫困
户过上好日子。

土蜂蜜背后的故事没有完，
那条凶神恶煞的大黑狗渐渐地也
和我有了感情。 后来每次去， 老
远都会热情地摇着尾巴， 亲昵地
蹭我的腿。 每次到老吴家， 我都
很向往。 因为在扶贫中我也学到
了好多知识， 老吴推心置腹的感
谢话让我很有成就感。 置身于这
样一个蜂蝶飞舞的农家小院， 闻
着山花蜜的清香， 何尝不是一种
幸福！

幸幸福福的的扶扶贫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