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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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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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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故事

【情怀】15副刊２０19年 1月 ７日·星期一│本版编辑周薇│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吉言│ 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两两代代务务工工路路
满脸是汗 ， 就是舍不得歇

息。 第一次见到老张， 是2013年
我在一线工地上做党建宣传员。
张师傅是个泥工， 由于老家耕地
面积少 ， 山地崎岖无法种植水
稻。 40年前的冬天，土瓦匠出身、
年轻的小张师傅带着被子， 走了
一夜山路， 才搭上拖拉机赶到县
城， 和邻村几个师傅一道奔向城
市。迫于生计，张师傅从此踏上了
外出务工的崎岖坎坷之路。

这个 “泥腿子”， 灌缝、 勾
缝、 砌墙、 绑钢筋、 做模板样样
精通。 那些年， 自学成才， 通过
边干边琢磨， 他还逐渐掌握了粉
刷、 吊线、 测量等技术活。 不敢
躲雨、 不敢休息， 每天的生活就
是上班下班、 吃饭睡觉； 干活时
穿的鞋， 衣服、 裤子， 说实话跟
乞丐差不多。 勤当先、 苦当头，
就是像张师傅那一批不甘受穷、
抓住机遇、 力争上游， 中国农民
工们最真实生活的囧照。

“只为生活， 没什么道理。”
谈起这段往事， 张师傅对我说。

张师傅的儿子， 是一名80后
的建筑工人。 跟随他步入整齐划
一的工人生活区， 推门便是石膏
板吊顶， 干净的宿舍装了空调。
衣服、 柜子、 桌子， 手机微信上
网， 甚至笔记本电脑一应俱全。

回想老张那个时代， 常年在
水泥、 粉尘、 油漆与电焊等环境
下干活， 脏兮兮、 以伤害身体为
代价才能换取点辛苦钱。 特别是
跟少数无良包工头出来干活， 平
时只发一点生活费。 加上要钱费
劲， 欠薪、 老板跑路， 在过去那
是常有的事情。 辛辛苦苦干了一
年的活， 没钱最是让人窝火、 让
人伤心难过的事。 回眸过去、 老
张有些辛酸地说： “恶意欠薪、
老板躲着不见， 这在过去工程中
是经常发生的事。”

现在好了， 自从中国建筑系
统内实行 “劳务实名制”， 每个
农民工本人的身份证、 工资卡、
考勤卡 ， 与实发工资一致 ， 以
“工程款支付” 为节点， 有效破

解民工讨薪时代顽疾， 只是保障
弱势群体农民工切身利益的一个
缩影。 工友们人居、 人文环境随
之改善， 让农民工在城市干活感
到很暖心。

边干边学， 儿子始终牢记父
亲送给他 “入职” 工地时的第一
句话： “你要爱， 做好准备； 你
要不爱， 也要做好准备！”

这个爱上网、 爱玩手机的年
轻农民工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
单。 除了虚心向老师傅们学习，
他还在互联网上学习预算、 承包
等相关建筑知识， 秒奔着进步。
大老板看小张这么能干， 这么上
进 ， 除给这个农村小伙加工资
外， 还让他独当一面做分公司劳
务负责人。

从 “囧途” 到 “乐途”， 拓
展幸福空间： 大批工地wifi免费
开放， 端午节的粽子、 高温时的
西瓜、 防暑降温药品以及中秋节
的月饼， 甚至夜间加班时候的包
子与方便面这些点点滴滴的尊重
与关爱， 让广大建筑工人们在工
地上有了 “家” 的感觉。

“工地就是咱的家”，小张的
话语透露着朴实而真挚的情感。

谈起家乡的变化， 张师傅高
兴地说道 ： “现在回家方便多
了 。” 手机订票 、 地铁 、 高速 ，
缩短了返乡的距离。 老张最大的
心愿就是在城市再干几年 ， 买
车， 回乡再盖一栋楼房， 在老家
工作， 面朝青山、 春暖花开地和
妻子一道颐养天年。

在城市生活久了， 与老张不
同， 儿子小张已经在城市买车、
买房， 不知不觉， 他的挣钱与消
费方式以及生活习惯与城里人完
全相同。

今天的城市， 一座座高楼拔
地而起， 一条条马路不断延伸，
一个个市场不断开拓， 无不凝结
农民工的辛勤汗水。 筑梦路上，
我们的诗和远方， 我们的岁月静
好， 是他们在默默付出， 是他们
在默默奉献， 他们是我们城市里
别样的风景……

□唐海林 文/图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职工读书沙龙

职工荐书随笔

我有幸聆听了钱逊先生的论
语导读———君子理想人格的要
求。 钱先生摘取了论语当中的两
章来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

第一章是 《述而第七》： 子
曰 ： “志于道 ， 据于德 ， 依于
仁， 游于艺。” 简单来说， 就是
要有志向， 要根据道德， 要做一
个仁义的人， 然后要有一些兴趣
爱好。 首先， 志于道的道就是做
一个好人， 做一个君子。 这一点
很重要， 因为现在很多人他没有
把道当作志向， 而是把艺当作了
道， 比如说长大了要当一个科学
家、 舞蹈家、 商人， 甚至是当一
个大款， 这些实际上都不是道。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做
《不要把欲望当志向》。

那么怎么样实现自己要当一
个君子的志向呢？ 就要据于德，
依于仁。 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
他去绑架， 问他为什么？ 他说家
里的老人生病了， 他很孝顺， 但
没钱治病， 于是就去绑架。 他是
做到了孝这个德， 但是他并没有
“依于仁”。 钱先生说， 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是学
做君子的纲要。

钱先生讲的第二章是 《宪问
第十四 》： 子路问君子 ， 子曰 ：
“修己以敬 。” 曰 ： “如斯而已
乎？” 曰： “修己以安人。” 曰：
“如斯而已乎？” 曰： “修己以安
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 尧舜其犹
病诸？” 就是作为君子， 要从自
身修炼， 最后做到为天下百姓谋
福利。 那么，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
化， 是不是只重视集体主义而忽
视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呢？

钱先生说， 自我价值和集体
主义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统一的，
也就是“义以为上，群己统一”的
关系。 在《卫灵公第十五》里面有
句话叫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
焉”，意思是君子很害怕到死时没
有好的名声留下来。 要想流芳百
世，就要做到修己以安百姓，把个
人价值的实现， 自觉地与群体发
展相统一，这样，个人短暂的小生
命就融入到了群体长久的大生命
当中，物质生命终结，精神生命却
永留人间，永垂不朽。这种精神构

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
两弹元勋邓稼先， 二十八年隐姓
埋名，不为名利，把国家利益和个
人价值统一起来，从而名垂青史。
“义以为上，群己统一”的古代传
统文化精神和优秀的革命传统和
现代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都
是一脉相承的， 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魂，是根。

由此， 我们看到， 理想的君
子人格的要求确实高标准、 严要
求 ， 但是 “义以为上 ， 群己统
一” 应该成为中国人一生追求的
道 ， 而追求的方式就是 “据于
德， 依于仁， 游于艺”。

道德仁艺，群己统一

□海淀实验中学 章珊珊

———听钱逊先生 《论语导读》 有感

台湾作家张晓风创作过散
文、 小说、 戏剧、 杂文等多种不
同的体裁， 以散文最为著名。 她
的成名作 《地毯的那一端》 抒写
婚前的喜悦， 情感细腻动人。 早
在1977年， 时年36岁的张晓风就
被台湾地区评论界推为 “中国当
代十大散文家”之一，评论赞词说
她“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贞。 篇
篇有寒梅之香 ， 字字若缨络敲
冰”，可以说是对她诗意散文的第
一次感性素描。如今，张晓风已经
77岁，其笔力更加劲道老辣，正如
余光中所言，张晓风文字“柔婉中
带刚劲”，至真至纯。

有些人经常抱怨写作时无话
可说， 其实我们看看张晓风的文
字就可以发现， 生活中有太多的
事情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野， 从而
诉诸于文字， 关键是我们得具备
敏锐的洞察力， 得有所触动， 不
能面对火热的生活而熟视无睹。
譬如张晓风在散文 《种种有情》
中谈到在水饺店吃饺子时， 她特
别喜欢看捏合饺子边皮留下的指
纹 。 张晓风觉得 ， 当她坐在桌
前， 上面摆着的某个人亲手捏合
的饺子， 热雾腾腾中， 指纹美如
古陶器上的雕痕， 吃饺子简直可
以因而神圣起来。

一般的美食文通常会铺陈饺
子的色香味形， 但张晓风却关注
饺子边皮留下的指纹， 认为这是
美丽的手泽， 这当然就是独辟蹊

径了。 张晓风的散文秀丽清咏，
内容平实之处却有真情。 华中科
技大学出版社最近编选的 《张晓
风散文精选 》 分为情田 、 有些
人 、 晓风过处等五篇 ， 收录了
《地毯的那一端 》 《种种有情 》
《一半儿春愁一半儿水》 等48篇
散文 ， 其内容涵盖了亲情 、 爱
情、 友谊、 师生情谊以及对大自
然的赞美。 所选散文都是张晓风
的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文字
平淡典雅， 意趣却很深刻， 通常
是 触 摸 到 人 类 的 生 命 和 动 人
的情感。

以 《包子》 为例， 作者谈到
大陆有个远亲去世了， 半年后消
息传来自己还是不能释怀。 因为
这个老妇人曾经和张晓风夫妻谈
过两小时的话， 临到吃午饭时，
老妇人却拿不出什么来招待， 只
得假意要到巷口去买包子待客，
结果被儿子一顿训斥。 作者不忍
家徒四壁的老妇人伤心， 于是推
脱说 ： “今天有事要走 ， 下次
来 ， 一定吃你这包子 。” 结果 ，
有些事是没有下次的， 因为老人
已经撒手而去。

张晓风感叹道， 人的生命真
是卑贱如蚁。 而她自己对此也爱
莫能助， 只能再到大陆时， 躲在
某个巷道的角落里， 一面咀嚼热
气腾腾的包子， 一面暗自落泪。
在张晓风白描式的叙述中我们除
了感受到老妇人的卑微无助外，
还能对那个 “西装笔挺， 骑着威
风的摩托车” 的年轻人生出些许
愤恨， 因为他不仅不孝顺， 还打
碎了老妇人的卑微希望和待客的
盛情， 那就是请远方来的客人吃
顿包子。

一个包子能值多少钱？ 但是
这个包子却犹如一面镜子， 折射
出人与人之间命运的天壤之别以
及人性深处的黑暗与丑陋。 在现
实中， 给我们影响的人， 更多的
是一些渺小的人物， 他们不可能
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但他们的内
心来自日常生活的细微影响， 有
时比你的阅读和思考更加重要。
可见， 如果我们想留下张晓风这
样的文字 ， 就得从 “情 ” 字入
手， 以我手写我心。 如果文字能
感动自己， 那么必然也就能感动
读者了。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邓勤

晓风过处
———读 《张晓风散文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