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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保川 文/ 图

远看像逃难的， 近看像要饭
的， 仔细一看， 原来是城建的！
———这句话 ， 流传于 1983年的
北京。

1983年， 北京城建刚刚兵转
工时， 好像北京这座美丽的城市
并不属于他们。 那时， 刚刚脱下
军装的城建人， 白天穿着脏兮兮
的工作服挤公交、 挨白眼儿； 晩
上， 几个工友蹲在一间简陋的职
工宿舍里喝着二锅头， 清一色的
男人， 讲着爷儿们间才能听懂的
笑话。 属于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
只有一张硬邦邦、 可怜巴巴的木
板床， 勤快一点儿的， 从工地上
自己钉一个简陋的床头柜、 小板
凳子搬回来摆放在宿舍里。

我 也 是 这 顺 口 溜 中 的 一
员 ， 一个刚刚拿到北京商品粮
户口本儿的北京城建人。 那时，
挤在职工宿舍里的我， 最怕老婆
孩子突然来京探亲， 没锅、 没灶
的， 有时赶不上集体食堂打饭的
时间， 连吃的也没有， 只好饥一
顿饱一顿。

更主要的是没有一个安稳的
住处， 老婆孩子一来， 就让同屋
的工友们一个个串房檐儿躲出
去 ， 心里感动得至今都过意不
去。 要是等单位上的那几间周转
的 “探亲房 ”， 还要按资排队 、
走走小 “后门” 什么的， 一年半
载的都轮不上一次。 那时， 老婆
不在身边的北京城建人， 听到媳
妇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什么时
候才能团圆啊！

盖房子的北京城建人， 也为

住 房 发 愁 呀 。 房 子 就 是 一 个
“家” 的标志， 兵转工交替过来
的城建人， 对房子有着特殊的情
感。那时候，他们的职工宿舍也是
“流动”的，每个城建人都有过几
次搬家的经历。 就说我吧， 那几
年，从“钢院”搬到清河，从清河搬
到长椿街，从永定路搬到五棵松，
来来回回的倒腾， 甚至一年要搬
上两三回“家”。 不过，那会儿搬
“家”也简单，把那张硬板床儿往
“解放”大卡车上一扔，被卷儿一
甩，一抬腿儿，齐了。

后来， 咱北京城建发展壮大
了， 二公司为职工在吴家村盖了
职工宿舍， 我也分上了一居， 总
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居所了， 但，
还不能称之为 “家”。 后来， 房
改几万元将房子买下， 房子变成
了自己的私人财产。 有了属于咱
自己的房子后， 和妻儿老小团圆
了 ， 置办的组合柜 、 彩电 、 冰
箱、 饮水机等大件也有地方安放
了， 从此， 有了一个真正名符其
实的小家， 住在了咱祖辈儿梦想
的北京城里了。

公司发展壮大了， 我们的日
子蒸蒸日上， 真正扎根立足在了
首都北京。 2004年， 我又花钱买
了一套两居室， 在这些年来回来
去搬家的动荡之中， 拥有了两个
孩子， 近年来又买了小汽车……
从无房到有房， 从有房到有车，
从一辆到两辆， 只不过是短短几
年的功夫， 岁月更迭， 生活就是
在一个 “变” 字中， 日新月异 ，
步步高飞。

人生路上， 在诸多的老师
中， 鲁迅先生最为敬重的有三
位： 一位是他的启蒙塾师寿镜
吾先生； 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
藤野先生； 还有一位就是他青
年时期的导师章太炎先生。

鲁迅先生以温暖的情怀 ，
写下了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 》 一文 。 在鲁迅先生眼里 ，
寿先生方正、 质朴、 博学， 教
学极严。 有一条戒尺， 但是不
常用。 也有罚跪的规则， 但也
不常用 。 鲁迅先生的父亲病
重， 服用的汤药里， 需要一味
三年以上的陈仓米做药引。 鲁
迅多方寻找未果， 便把这件事
告诉了寿先生。 几天后， 寿先
生竟亲自背了陈仓米步行至鲁
迅家中， 专程来送药引。 虽然
最终父亲还是病逝了， 但从那
以后鲁迅先生便视寿先生为自
己的亲人。

鲁迅18岁到南京读书， 每
当放假回绍兴时， 总要抽空儿
去看望一下寿先生。 1902年至
1909， 鲁迅出国留学。 8年间，
鲁迅先生经常写信向寿先生汇
报 自 己 在 异 国 的 学 习 情 况 。
1906年6月， 鲁迅从日本回绍兴
与朱安结婚， 在绍兴只停留了
短短的4天 ， 但仍专程前去探
望了年逾花甲的寿老先生。

藤野严九郎是鲁迅先生在
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结识的
日本老师， 他认真负责、 热情
诚恳 、 治学严谨 、 生活朴素 ，
对鲁迅非常关心。 当时鲁迅的
志向是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
生， 所以学习非常刻苦。 藤野
先生很看好他， 对他的未来与
前途都寄予很高的期望。 后来

鲁迅决定投身文学写作， 以笔
为枪 ， 唤醒 “昏睡 ” 中的国
人。 为了安慰藤野先生， 鲁迅
谎称自己想去攻读生物学， 老
师教的知识还是能够用上的 。
即便如此， 藤野先生心中依然
无比惋惜， 充满遗憾。

两个人友情深厚， 鲁迅离
开仙台前曾到藤野先生家去过
一次。 藤野先生送给鲁迅一张
照片， 背面写上： “惜别藤野
谨呈周君 。” 从日本归来后的
几年间， 这张照片一直挂在鲁
迅北京寓所的书桌对面。 每次
谈到藤野先生， 鲁迅总是这么
说： “他是最使我感激， 给我
鼓励的一个 ”。 1935年 ， 日本
友人增田涉翻译的 《鲁迅选
集 》 要定稿时 ， 鲁迅回信说 ：
“一切随意 ， 但希望能把 《藤
野先生 》 一文选录进去 。” 直
到逝世前， 鲁迅先生还曾多方
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 鲁迅认
为 ： “他对我的热心的希望 ，
小而言之， 是为中国， 就是希
望中国有新医学 ； 大而言之 ，
是为学术， 就是希望新的医学
传到中国去。 他的性格， 在我
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章太炎因早年积极参与反
清反封建的维新运动 ， 成为
一个学者兼革命家。 1906年他
流亡日本不久便主持 《民报》，
鲁迅先生常去报馆听他讲学 。

“五四 ” 运动后 ， 章先生思想
落伍， 鲁迅先生便写了 《趋时
和复古》 等文章， 对章先生进
行了尖锐批评。 然而， 1936年6
月， 章太炎逝世后， 国民党反
动派把他打扮成 “纯正先贤 ”
宣布要进行 “国葬 ”。 一些报
刊则蓄意贬低他为 “失修的尊
神 ”。 在这种情况下 ， 鲁迅先
生不顾病重之躯 ， 于逝世前
10天写下了著名的 《关于章太
炎先生二三事》 一文， 为自己
的老师鸣不平。 在文中， 鲁迅
先生客观评价了章太炎曾对
社会进步做出过的贡献， 认为
他是一个极具民主思想与观
念 的 “七被追捕 ， 三入牢狱 ，
而革命之志， 终不屈挠” 的革
命家。

在这三位老师中， 鲁迅先
生对启蒙老师寿镜吾饱含着亲
人般的亲切感情 ， 是为敬爱 。
而他最倾深情的则是藤野先
生， 认为藤野先生给予的鼓励
很珍贵。 鲁迅先生一生都非常
钦佩章太炎反对清王朝的革命
精神 ， 他是鲁迅先生投身社
会， 最终成为无产阶段革命作
家的领路人。

从鲁迅先生与他的三位老
师之间的关系来看， 鲁迅不仅
尊师， 而且尤其重道。 这既是
他尊师的标准， 也成为后来为
师爱生的准则。

鲁迅的尊师风范 □夏爱华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起， 已经走过四十年。 在党
的领导下， 我国取得的成就有目
共睹， 让世界震惊。

俗话说， 一滴水见太阳。 我
只想把自己熟悉 、 大家熟知的
“小事 ” ———北京电话说一说 ，
改革开放的成就从中可见一斑。

1949年 ， 新 中 国 成 立 时 ，
国民党遗留给我们的市内电话
变换机容量仅有26300门， 17326
个用户， 电话普及率每百人不到
一部。 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
市内电话有了发展， 将近30年，
市话交换机由2.6万门增加到8万
多门 ， 电话用户从1.7万户增加
到6.7万户 ， 市话普及率约为每
百人两部。

打电话、 装电话， 仍然是首
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难题。
记得 ， 我早就想装一部家用电
话， 早已报了申请， 但是很长时
间都没有音信， 直到多年以后，
经过亲人的彻夜排队， 才得到了
一个宝贵的号码， 花了五千多元
装上了一部电话。

改革开放以后， 四十年来电

话数量大发展、 大普及， 现在谁
想装就可以装， 电话普及率可以
说百分之百以上 （有人有两三部
的）。 市内电话装机总量居世界
第一。 电话犹如 “旧时王谢堂前
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技术质
量也由人工交换机、 步进式交换
机、 纵横式交换机， 发展到国际
先进水平的程控交换机。

中国产的程控交换机， 不仅
满足国内需求， 早已大量出口世
界多国了。 1996年北京电话号码
仅用两年就由7位升至8位， 这是
继巴黎 、 东京 、 香港 、 上海之
后， 世界上第五个号码升到8位
的城市。 升位后， 网工号码资源
可达8000万， 号码资源问题得到
根本解决。 没有改革开放， 没有
技术进步， 没有党的领导， 这些
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再说移动电话 “手机”， 最
早的手机 “大哥大”， 个头很大、
很笨重并且很贵。 后来， 技术逐
渐进步， 分量越来越轻， 屏幕越
来越大， 功能越来越多， 质量越
来越好， 但基本被诺基亚、 摩托
罗拉、 三星几家外国品牌占领市

场。 经过多年借鉴和努力， 世界
手机前三名 ， 已经有了中国品
牌———华为 （HUAWEI）， 前10
名有了小米 （MI） \OPPO\VI鄄
VO等国产品牌。 国产手机物美
价廉， 不仅国人， 世界许多国家
的人民也喜欢中国手机 ， 现在
已 经 可以和苹果 、 三星等国外
名牌竞争了。 这些， 过去也是很
难想象的。

党领导我国实施改革开放
四十年， 使中国富起来强起来。
我已年届九十， 但坚信初心。 要
把九十当十九， 做力所能及的努
力 ， 享 受 改 革 开 放 带 来 的 好
日子。
（作者为北京市总工会离休干部）

电话———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孙军

幸幸福福““筑筑””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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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