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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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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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明明

■每日连载

两天后， 闵直方把自己打扮
成求职的打工者， 来到裕翔公司
招工大厅。 进去以后， 看到来求
职的工人已经排成了很长的一
队， 其中的绝大部分， 比自己要
年轻的多。 这让他感到， 万一哪
天干不好砸了现在的饭碗， 恐怕
到这里讨生活都没有优势了。

闵直方想， 他们大概想不到
我用这种方式进来吧。 当记者的
和当间谍的， 其实有一定的相通
之处。

在他的后面排着一位年轻
人 ， 和他一样顶着一头黄色头
发， 像只芦花公鸡。 闵直方和他
打招呼 ， 得知年轻人名叫辛孟
远， 他对闵直方说， 原来就在这
家公司的南方工厂打过工， 干得
没意思， 就回家了， 没想到现在
他们把工厂开到了家门口， 县里
又给下了招工的指标， 工人不好
招， 乡里负责招工的李干事找了
他好几次 ， 原来是一副爷的面
孔， 现在像孙子似的， 态度好得
很， 我正好这一段钱用没了， 在
家里闲着没事 ， 就给他们个面
子 ， 过来打几天工 ， 挣个零花
钱， 合意就干， 不合意就走。

慢慢地， 闵直方排队逐步接
近了窗口。 来这里打工需要提交

身份证和学历证明， 闵直方把自
己的身份证和毕业证小心地递进
去， 谁知没有过一分钟就被扔出
来了。 里面喊： “下一个。”

排在后面的辛孟远把自己的
证明材料递进去， 很快领出来一
张招工表。

闵直方不解地问： “怎么回
事， 你们不是招工么？”

里面负责招工的人长着一副
扑克脸， 回答他道： “招工也不
招你这样的。”

闵直方说： “我这样的怎么
了？ 我又不是残疾。”

那扑克脸说：“我们这里只招
操作员，不要大学生，你应该去招
干部的地方，到县政府去试试。 ”

闵直方这才知道， 学历高了
有时候也是麻烦事 。 上了个大
学， 现在他来打工， 竟然也没有
优势了。 早知如此， 还不如把自
己的初中毕业证带在身上。

碰了钉子之后 ， 闵直方对
呼 维 民 说 ： “我再想想办法 ，
不行的话， 让我们报社派个年轻
的来。”

呼维民有了新的主意， 他对
闵直方说： “我想起了一个人，
是绝对合适的人选。”

闵直方问： “是什么人？ 比

我们当记者的还合适。”
呼维民说： “楚中天， 你还

记得吗？ 就是在我们金秋助学时
资助过的那个学生， 考上了华北
大学， 现在学校放暑假， 他刚回
到北梁。”

闵直方点了点头说： “这也
是个办法。”

呼维民把楚中天请到办公
室， 楚中天在上大学一年间， 已
经脱离了青涩， 有了几分大学生
的气质。 他对呼维民说： “呼主
席， 不好意思， 那时候我年轻不
懂 事 ， 对 不 起 。 ” 呼 维 民 说 ：
“从中学到大学， 是人生很重要
的一步， 在学校的生活， 还习惯
吧， 有什么问题你对我讲。” 楚
中天说： “我上学得到了工会的
帮助， 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
呼维民说： “你只要好好学习，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报答。”

呼维民和闵直方把他们的想
法对楚中天说了， 楚中天没有丝
毫犹豫就答应了。 他说， 工会帮
了我家这么多， 我能给工会做点
工作， 是我的荣幸。 （连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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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次照相是1975那年
春天。 快6岁的我和已经3岁的二
弟 （小弟还未出生）， 被父亲兴
致勃勃地领着 ， 来到我们村西
口， 那棵进村路边的大樟树下。
照相师傅竟是我认得的邻村那个
名叫建孙的年轻人。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照相
机， 建孙叔叔将那发亮的镜片瞄
准我和二弟， 上下左右前后一点
点地移动。 我和二弟并排站在大
樟树下， 一旁的父亲一会儿走上
前将我和二弟的身子往中间靠了
靠； 又走上前来将我的衣领抻了
抻， 将二弟的裤子往上提提。 又
按照建孙叔叔的要求， 让我和二
弟往树干边靠， 还让我牵住二弟
的手。

终于传来响亮的一声 “咔
嚓”， 建孙叔叔放下端着的相机，
长出一口气， 说照好啦！ 现在想
来， 那时可是用胶卷拍照的， 每
拍一张， 都要小心翼翼。

建孙叔叔说一周后会送来相
片。 一周后， 他果然携带相机来
到我们村了 ， 父亲兴奋地迎上
去， 建孙叔叔却说真对不起， 我
照相手艺还不熟练， 在拍完一张
后误把胶卷盖打开， 里面全卷曝
光了。 我这次来， 重新帮你家孩
子照一张。

只能如此了。
我和二弟重新被他们领到村

西口大樟树下， 摆姿势、 调整镜
头距离。 这次比上次花去的时间
更长。 建孙叔叔临走时， 还是那
句话， 一周后送相片来。

一周后， 建孙叔叔来了， 我

拉 着 二 弟 跟 在 父 亲 后 面 一 起
迎 上 去 。 建孙叔叔说 ， 不好意
思， 这次又让你们失望了。 我这
一胶卷要照36张才好冲洗， 这几
天我一直各村跑 ， 可才照了八
张， 早着呢！

那时是先照相， 等相片拿到
手后， 觉得满意再付款。 我和二
弟的一张普通黑白照五毛钱， 对
于现代人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可那时， 一个男劳力在生产队干
一天的收入才挣两毛 。 照一张
相， 可是要花费掉两个半工。 怪
不得他各个村庄几天跑下来才照
了不到10张照片。

从这天开始， 我们一家人都
盼着建孙叔叔能早些日子送相片
来。 我经常领着二弟来到那棵大
樟树下， 可总不见建孙叔叔的身
影。 我俩在大樟树下回味两次照
相的情境， 设想相片拿到手后，
我们在相片上会是什么样子。

两个月后， 父亲终于打听到
了， 原来建孙叔叔又误把胶卷盖
打开， 全卷又曝光了。 通过这次
实践照相， 建孙叔叔觉得在当时
的农村替人照相真不是一条生财
之道。 他天天在外面跑了一个多
月， 才照了不到一半的胶卷。 折
算工钱和材料费， 他亏大了。 一
气之下将照相机贱卖给城里一家
照相馆， 改行干别的事了。

几十个日夜甜蜜的期盼， 等
来这样的结果。 父亲安慰我和二
弟说， 等下次有照相人来村里，
再帮你俩照张。

一晃， 竟是六年后， 我快小
学毕业， 学校安排了我们读五年

级的学生照了毕业照。 照相师傅
是从县城照相馆请来的， 他为我
们毕业学生和学校里的所有老师
照了师生合影。 又为毕业班每个
学生照了单独的大头照。 他的摄
影机可专业了， 有长长的落地支
架， 把头伸进绒布里喊着： “眼
睛看照相机， 挺胸， 笑笑， 再笑
笑……好！”

我们每个人的单独大头照片
是班长一一发给我们的。 孩子们
吵吵嚷嚷， 笑得前仰后合， 每个
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因为班上几乎所有同学跟我一
样， 在此之前从未见过自己的相
片。 相片上的我脸蛋圆圆的， 还
笑出了两个小酒窝， 不齐整的小
平头， 样子绝对憨实。

相片最能记录难忘岁月里的
美丽人生， 可惜我直到12岁才拥
有了一张大头照， 还是黑白的。
想想现在的孩子从出生那一刻，
便有了幸福人生的 “记录”。 从
黑白照到彩色照片 ， 到数码相
机 ， 到如今人人的 “随手拍 ”。
这四十年来， 我亲身感受到了从
一个细小、 简朴的照相愿望， 到
科技的迅速发展给我们老百姓生
活带来的极大便利和乐趣！ 祝祖
国国运昌隆， 祝每一个家庭安康
幸福， 每天都能及时向友人家人
“晒” 出幸福人生影像！

酸楚的照相往事 □杨松华

□单淑芹 文/ 图

母亲患偏瘫那年，父亲60岁。
父亲说， 他自己完全可以照

顾母亲， 不用儿女们操心， 家里
的地照样要种。 他说： “我就是
一棵树， 离开地就没处扎根， 而
且你娘看病吃药的钱还要在地里
刨呢！”

那时弟弟漂在外地， 我也在
离家70多里的县城租房住， 父亲
怕给我们姐弟俩增加负担， 一个
人承担起了照顾母亲的重任： 父
亲收拾完家里那几亩地， 每天用
三轮车推着母亲在周围村子里转
悠。 方圆十几里， 田间小路， 都
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瞧瞧庄稼的
长势， 感受村镇的变化， 赶集、
看秧歌， 他和母亲的日子过得有
滋有味。

这一晃就是十多年， 父亲的
乐观、 幽默、 豁达， 让我们忽视
了他的年龄。 直到有一天， 父亲
带着母亲到镇上的照相馆各照了
一张单人照 。 父亲炫耀地给我
看： “你看， 我们这照片照得多
好， 以后骨灰盒前就放这张了！”

此时， 我才猛然发现， 父亲
的头发稀疏、 花白， 背也明显地
驼了。

我的心一沉 ， 父亲却笑着
说 ： “人老了 ， 总有一天会走
的， 免得到时候你们手忙脚乱，
而且现在照出来年轻 ， 多好 ！”
由于父母的淡定， 谈起生死的话
题来， 也没了过多的忌讳。 春节
我们姐弟都在老家的时候， 父亲
指着河岸上的两棵大柳树说 ：
“这是我和你娘的棺材， 二十多

年前， 我就种下了。” 那两棵大
柳树的枝干在寒风中刺向苍穹，
龟裂、 虬劲， 扎得我们的心， 隐
隐作痛！

母亲病了16年后， 带着她那
张大照片， 住进了大柳树做成的
棺木。 母亲走后， 老家只剩下了
父亲一人。 我们姐弟决定不让父
亲一个人在家， 可是， 父亲近乎
悲怆地大喊： “我哪儿也不去，
就守在家里！”

没办法， 我和弟弟只好遂了
父亲的心愿。 但我们不放心， 便
隔三差五回家一趟， 给父亲洗洗
晒晒， 做顿饭菜， 再匆忙离去。

今年春节， 父亲和我们姐弟
说， 过完年要随弟弟去城里住。
父亲叫来叔叔婶婶和左邻右舍喝
酒 ， 说以后要好好去享儿子的
福， 他满脸自豪说： “我要当个
城里人了！”

我偷偷问婶子， 父亲怎么突
然想通了？ 婶子说： “有一阵子
他常跟我们念叨 ， 说你们工作
忙， 来回跑， 又麻烦又费钱， 还
问我， 他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明白了， 这段时间父亲柔
肠百结 ， 既难舍那一院子的情
愫， 又心疼儿女疲劳奔波， 几经
煎熬才做出了现在的决定……

“头顶一个天 ， 脚踏一方
土， 风雨中你昂起头， 冰雪压不
服。 好大一棵树， 任你狂风呼，
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 有乐也有
苦……” 躲在厨房里， 我的耳畔
回想着这首歌， 一瞬间， 禁不住
泪眼婆娑……

父父亲亲是是一一棵棵树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