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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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姑讲， 我妈年轻时候长
得好看， 身段苗条， 又会唱， 逢
上村里唱戏， 她常常有机会上台
去表演， 成为村里许多未婚青年
的暗恋对象。 那时， 我奶给我爹
连续介绍了五个姑娘， 我爹一个
都不中意。 我奶恼了， 问我爹，
挑三拣四的到底要哪样子的 ？！
我爹不说话。 后来， 我奶才知道
原来我爹早就暗地里看上了我
妈。 我奶托媒人上我妈家提亲，
外公那时是村民小组组长， 一口
回绝了登门说亲的媒婆， 说我爹
一身书生气， 弱不禁风， 不是种
庄稼的好把式， 他女儿嫁给我爹
不知要吃几多苦。 我奶让媒人把
外婆的原话说给了我爹， 原本以
为可以打消我爹癞蛤蟆想吃天鹅
肉的野心。 但我爹认定了， 非我
妈不娶。 我奶没办法， 只好再换
媒人， 来来回回， 用我奶的话说
是， 请遍了村里所有的媒人， 把
李家 （我妈姓李） 的门槛都踩踏
了半截， 李家最后算是勉强答应
了这门亲事。 外公问我妈， 愿不
愿意这门亲事， 说嫁过去是要吃
苦的， 先给你把话撂在前头， 到

时不要怨我。 面对外公的问话我
妈一声不响 ， 算是答应了 。 后
来， 我问我妈为何答应了我爹。
我妈说她其实也是喜欢我爹的，
觉得我爹在一众粗汉中， 有一点
别样， 看着清爽舒服 ， 有文化，
好几次放牛打柴路上见我爹兜里
都揣了本书。

我妈识字不多， 家里五个兄
弟姊妹， 我妈是老二， 大舅小时
候得过脑膜炎， 脑子不灵光， 不

顶事， 我妈其实挑了老大担子，
懂事早 ， 家里缺少挣公分的劳
力， 小学未毕业就主动辍学， 回
家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农活。

我上小学三年级后， 为了给
我们三个孩子挣够学费， 我爹就
去外面打工了。 我妈一个人在家
打理十几亩田地， 一年养三四头
猪， 我们那时都还小， 帮不了什
么忙， 等大些了， 读书离家又远
了， 更帮不上。 很多年来， 我妈

就一个人没黑没白地在地里劳
作， 回到家还要料理我们三个孩
子的穿衣吃饭。 我妈虽然文化不
高， 但听我们几个读书都很好，
心里是很得意的， 逢了人都要夸
我们。

我似乎继承了我爹的阅读基
因，四年级的时候，我就把我爹抽
屉里那几本被翻得破破烂烂的话
本小说看完了。因为我识字多，会
算数，每次去乡里买农药、化肥、
种子什么的，我妈都会把我叫上，
农资店旁边有个小小的新华书店
专柜，买完农药、化肥，我会溜进
去翻翻那些崭新的书本。

有一次我翻到了一本 《红
岩》， 才看前面几页就被深深吸
引住了。 我妈在外面等我， 见我
许久不出来， 进来见我在埋头阅
读那本书。 到柜台边向售货员问
了问价格 ， 说是定价十八块二
毛 ， 又问能不能少点 。 售货员
说， 一分也不能少。 我妈讪讪地
说， 今天没带那么多钱， 我们改
天来买。

那时正好是春耕时节， 我知
道我妈手里的钱都拿来买了化肥

种子， 还欠人家的， 再没有多余
的了。 回去第二天， 正好有个收
头发的贩子在村路上喊着： 收头
发喽， 收头发喽， 有头发的出来
剪了卖哟……我妈那时留了一头
乌溜溜的长发 ， 听见有收头发
的， 仿佛听到了救星， 立马跑过
去问她那头长发能给多少钱。 贩
子用手比了比头发说， 你的头发
不够长， 十五块钱。 我妈说， 可
以尽量剪短点儿。 贩子说， 妇女
人家， 剪短了不好看。 我妈连忙
摇头说 “没关系没关系”。

那贩子真的就把我妈那头长
长的头发剪得非常短， 最后讨价
还价给了十八块钱。 我妈顶着一
头参差不齐的短发笑着把钱给我
说， 钱够了。 我看到我妈那头发
短得有些地方都露出了头皮， 突
然眼睛发酸， 赶紧拿了钱走开。
我妈原本爱美 ， 怕别人见了笑
话， 出门的时候就只好戴一顶麦
笠遮住头发， 戴了有一个多月的
时间， 直到头发长长。

或许是妈妈这头秀发的作
用， 那年小学升学考试我的语文
得了98分。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我是一个生长在教师家庭的
70后。 家里除了父母， 还有一个
大我九岁的姐姐。 记得当时我家
住在丰台区草桥村一个红漆木门
的大院里， 院里除了6间老旧的
瓦房外 ， 还有几棵高大的老槐
树。 听当地的老人讲， 这里原是
小学校的旧址 ， 后来学校搬迁
了， 为解决教师的住房问题， 这
里就成为老师们的家属院了。

记得当时父母亲一个月的工
资加起来只有四十几块钱， 家里
最值钱的财产就是陪伴父母上下
班的两辆二八自行车。 父亲说，
这两辆自行车是他和母亲在学校
工作表现突出， 用学校奖励的两
张购物券买的。 在那个物质极度
匮乏的年代， 买任何东西都要凭
票供应的。 比如：买粮食要粮票，
买猪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买条
鱼还要带个 “小本子 ”———副食
本。记得有一次放学，我和母亲路
过供销社的时候， 看见门前排了
长长的队，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供
销社正在卖“明太鱼”———据说是
产自朝鲜的一种鱼。 当时母亲没
带副食本， 只好回家去取， 等我
们一路小跑回到供销社的时候，
早已人散货空了， 本想一饱口福
的我急得哇哇大哭。

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节
省家庭开支， 父亲在院子里开垦
了几块菜地， 每天从学校回来，
顾不上喝口水就开始在菜地里忙

活 ， 我和姐姐就帮着拔草 、 浇
水 、 施肥 。 餐桌上的油菜 、 南
瓜、 土豆、 西红柿……都是我们
一家人辛勤耕耘的成果。 为了给
我和姐姐补充营养， 母亲还从姥
姥家弄来几只母鸡， 每天还能收
获几枚鸡蛋呢！ 秋末冬初， 我和
父亲推着平板车排队买蜂窝煤；
一起挖菜窖存储大白菜； 全家人
围坐在厨房的小桌前做着美味的
西红柿酱……虽然那时生活很清
苦， 但别有一番风味。

时间定格在上世纪80年代 ，
改革开放、 搞活经济的春风吹进
了我们的大院。 爱鼓捣无线电的
任爷爷靠帮人修小家电， 挣了第
一桶金； 蔡老师在校外办补习班
很晚才回家； 爱养花的父亲买了
一辆小三轮车。 一到星期天， 我
就和父亲推着小三轮车， 拉上十
几盆月季、 兰花、 石榴花到城里
去卖， 一天下来还能进账十几元
钱 ， 家里的 “小金库 ” 也充实
了。 1985年的时候， 我家终于添
置了一件 “重器” ———一台 “三
洋” 牌日本原装12英寸黑白电视
机。 那天晚上， 母亲早早地让我
招呼全院的邻居们来家里看电
视。 吃过晚饭， 全院的男女老少
围坐在电视机前， 大家像过年一
样， 一边嗑着瓜子， 一边看 《卖
大饼的姑娘》， 直到电视台里的
主持人说 “再见” 了， 人们才意
犹未尽地散去睡觉。

转眼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 。
1990年北京亚运会就要召开了 ，
为了收看亚运会盛况， 我家那台
12寸黑白电视机终于“退休”了，
换成了带遥控功能的昆仑牌21英
寸彩色电视机。 还是在这一年的
“教师节”，我家还装了一部电话。
母亲戏称： 咱们家已经实现了共
产主义———50年代出生的人受当
时苏联的影响， 对共产主义生活
的憧憬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
话，吃的是土豆烧牛肉。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 。
那天， 我开车拉着老邻居们又去
了曾经住过的大杂院。 一路上 ，
大家看到， 曾经的矮平房、 小马
路早已被高楼大厦和四通八达的
立交桥所取代， 原先的臭水河也
不见了踪影， 鲜花、 假山簇拥着
一条清澈的溪流贯穿于楼宇之
间， 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李小雷身边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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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愿你的青春不负梦想》是
梦想导师俞敏洪敞开心扉，用
朴实真诚的话语， 写给千万年
轻人的励志之作。 全书汇作者
50年的心路历程， 融25年的创
业思考，集80场演讲的精华，一
路娓娓讲述着有关青春的话
题， 告诉读者如何通过拼搏与
奋斗， 踏过人生路上的艰辛和
坎坷， 去最终实现自己美好的
梦想。

在书中， 俞敏洪毫不隐晦
自己三次参加高考， 到北大教
书违反校规， 最后无奈辞职的
痛苦经历。可以说，正是这一次
次的磨难和波折， 教会了他许
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也使他通
过这些风雨和历练， 积累了许
多宝贵的人生经验， 收获了成
功必备的坚强和自信。对此，他
深有感慨地说：“如果你内心只
有草的种子，你就是草；如果你
内心有树的种子， 你必然会长
成树。 不要用你的现在去判断
你的未来， 因为你的未来不可
判断，你要去努力。 ”

跟市面上许多流行的心灵
鸡汤文不同的是， 《愿你的青
春不负梦想》 少却了其中的矫
情。 而是满怀着浓浓的关切和
爱意， 用真挚坦城的话语， 如
同至亲的家人一般， 不惜把自
己成长路上走过的弯路， 犯下
的错误， 都原原本本地坦露出
来， 以告诫读者人生就是一场
场的鏖战， 只有经历过这些风
雨和挑战， 人才能变得成熟，
迎来人生最美的彩虹。

同时 ， 他还以平和的心

态， 与大众一起分享了前进路
上的成功和喜悦， 并语重心长
地提示说， 任何一个人想要改
变自己的人生和命运， 最好的
力量就是去奋斗。 这种现身说
法式的劝慰， 彰显出俞敏 洪
诲人不倦的教师胸怀和不掺
假的真心。 通过他坦诚可爱的
讲述， 相信广大读者都能从中
积攒前行的勇气， 赢得向上的
力量。

捧读该书，感受最深的是，
作者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
境， 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乐观向
上的积极态度和自信自强的进
取精神。这些优秀品质的养成，
或许与他三次重大的人生转折
不无关系。

同样是遭遇到坎坷和磨
难，有的人因此一蹶不振，但俞
敏洪却越挫越奋，让人钦佩。到
底是什么力量赋予了他一往无
前的智慧和果敢精神？ 在本书
的序言中， 作者给出了有力的
回答：“不要让害怕本身阻碍了
你前进的步伐， 不要放大自己
的弱点。万物皆有裂痕，这样光
才能照射进来。你的弱点，有时
候正是你向前的最好动力！ ”这
些隽永的语句，如温润的清泉，
抚过躁动的心田， 荡去了心头
的尘埃，在透彻心扉的温暖中，
让人扬起风帆， 于生活的波涛
里尽情驰骋。

美好的青春， 总有一些绮
丽的梦想让我们去追。 活在当
下，满怀自信，用力拼搏，就会
让青春绽放出最美的光华，实
现人生最美的理想。

满怀挚爱的青春隽语
□赵海———读 《愿你的青春不负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