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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师傅傅的的年年终终奖奖
我到煤矿工作的第一年。 春

节前的一个傍晚， 刚刚升井洗完
澡， 大师兄告诉我： “今晚师傅
在家请客， 跟我走吧。”

师傅住在离我们煤矿不远的
家属区。 我心想： 空手去吃饭也
挺难为情的。 于是便在师傅家附
近的小卖店买了两瓶好酒拎着。
大师兄冲我一瞪眼： “你拎酒给
师傅， 想找骂啊？” 当官的还不
打送礼的呢？ 师傅未必骂我吧。
我没听大师兄的警告， 拎着酒跟
着他来到师傅家。

师傅家客厅挺宽敞 。 一进
门 只 见 屋 里 挤满了男男女女 ，
师傅正在笑呵呵地和他们侃大
山。 会做饭的两位师哥在厨房忙
得额头上汗涔涔的， 师娘在一旁
打下手。

我和大家打过招呼后， 把两
瓶好酒往师傅面前一递 ： “师
傅，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 提前
祝您春节……”

未等我把 “快乐” 两个字说
出口 ， 师傅的脸色马上晴转多
云： “啥意思？ 打师傅的脸啊？
你想破坏我的规矩……”

“我……” 我不知所措。
“老大，你过来。 他刚来不知

道咱们的规矩，你不懂啊？你怎么
不劝阻他？去！你和他一起把这酒
哪儿买的给我退了！”师傅对着大
师兄严厉地呵斥道。

大师兄没有反驳， 向师傅尴
尬地笑笑， 然后乖乖地拎起那两
瓶酒拉着我一起走出了门 。 路
上， 大师兄告诉我， 今晚来的都
是师傅在掌子面的徒弟 ， 都来
“白吃”， 什么礼物都不能带， 否
则师傅翻脸不认人。 大师兄还告
诉我， 咱们这些徒弟不但自己来
“白吃”， 而且有老婆的还必须带
着老婆来， 否则师傅也不高兴。

退酒回来后， 客厅已经摆满
了三桌美味佳肴 ， 大家都坐定
了。 我和大师兄被师傅拉到他身
旁坐下。 师傅向大家说了几句简
短的祝福话， 然后随着他一声令
下： “开吃———” 大家早已经按
捺不住美味佳肴的诱惑， 喝酒、
吃菜……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师傅
看了看大家， 然后对大师兄道：
“今年老大在掌子面做得不错 ，

还被评为咱矿里的安全标兵。 我
这里特发奖金1000元 。” 说着 ，
师娘从身边的皮兜里掏出一个大
红包递给了大师兄。

“谢谢师傅，谢谢师娘！ ”大师
兄接过红包，递给了身边的大嫂，
大嫂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靥。

这时候 ， 师傅把目光转向
我： “这小子比他们有文化， 还
成了矿工报的业余记者， 发表了
好多关于咱们掌子面的文章。 听
说还在煤炭报上发表了五六篇文
章。 谁说咱们老采只会拿镐把，
抱煤电钻？ 咱们还会耍笔杆子。
来！ 秀才奖奖金500元。” 说着，
师傅亲自把一个红包递给了我。

“谢谢师傅……” 我感动不
已。 年初， 我因为家穷辍学来到
煤矿， 业余时间喜欢看书。 师傅
发现后， 把我介绍给矿宣传部的
领导。 在宣传部领导的关怀和指
导下 ， 我成了矿工报的业余记
者。 不到半年我在省市级报纸发
表了数十篇文章。

“这两年， 丽梅照顾永盛，
端屎端尿， 从不嫌弃。 我代表我
们掌子面的这些老采给你致敬！”
师傅把目光转向坐在另一张桌
旁， 端庄贤惠的丽梅嫂子， “没
有你， 永盛就站不起来， 就没有
他今天……特发好矿嫂奖金800
元。” 永盛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掌
子面受伤， 腰部以下失去知觉。
多亏了丽梅嫂子昼夜照顾。 为了
让永盛早日康复， 丽梅嫂子还跟
大夫学习了按摩， 没黑没白地为
永盛按摩。 半年后， 永盛奇迹般
地站了起来， 半年前竟然能下井
采煤了。

师娘把一个大大的红包递给
了丽梅嫂子， 她竟然一头扎进永
盛师兄的怀里， 泣不成声了。

接下来， 师傅又分别颁发了
“进步奖” “满勤奖” “委屈奖”
“窍门奖” 等共计9个奖项。 每个
奖项后面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特
殊的宴席， 也是得到的最特殊的
奖赏。 从那以后， 我每年都会在
师傅家参加这特殊的宴席， 领到
或者看着师兄弟们领到特殊的奖
励……一直持续到五年前师傅师
娘相继去世。

□周脉明 文/图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职工读书沙龙

职工荐书随笔

北宋王安石在 《劝学文》 中
说道： “读书不破费， 读书利万
倍。 窗前读古书， 灯下寻书义。
贫者因书富， 富者因书贵。” 古
往今来关于读书的名言比比皆
是， 阅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永恒
话题。

工作之余， 读了美国作者莫
提默·J·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
合著的 《如何阅读一本书》， 感
觉很受启发， 感悟颇深。

这本书初次发行于1940年 ，
很快畅销 ， 并被翻译为多国文
字。 1972年修订新版。

这是一本工具书， 是介绍读
书方法的书 ， 对于初探阅读的
人 、 不太懂读书的人 ， 很有帮
助。 可以说这是一本有关阅读永
不褪色的经典。

这本书将阅读分做四个层
次 ， 分别是基础阅读 、 检视阅
读、 分析阅读、 主题阅读。

第一层次基础阅读， 就是从
认字开始到对句子的理解， 以及
对句子所表达的基本含义的理

解， 这个层次的阅读一般在小学
时就已经完成的， 是摆脱文盲状
态的一种阅读层次。

第二层次是检视阅读， 特点
是在强调时间。 在这个阅读层次
要求读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
项阅读的功课。 即抓住一本书的
重点， 读出全书的格局， 称为略
读或预读， 但并不是说随便或随
意浏览一本书， 而是系统化略读
的一门艺术。

第三层次是分析阅读， 比起
前面两种阅读层次， 分析阅读更
复杂、更系统化。是对作者想表达
的深层的思想进行全盘、 优质的
咀嚼和消化，着重于理解和提升。

第四层次也是最高层次的主
题阅读了， 最复杂也最系统化，
也可称之为比较阅读， 此时读者
不再局限于一本书之上了， 而是
要从多本书中寻找相同的观点，
进行总结、 磨合以及升华， 是最
主动的阅读， 也最有收获。

陶渊明有句名言 “好读书，
不求甚解”， 我之前也曾以此作

为读书的一种方法， 广泛涉猎、
不在一字一句的解释上过分深
究， “每有会意， 便欣然忘食。”
因而 ， 虽然读书不少 ， 感悟不
少 ， 却少有文字表达 ， 心有感
悟， 下笔却无神。 也许尚未达到
读书破万卷的量级， 也许这个读
书方法确实多少有些问题。

“腹有诗书气自华”， 好的
主动的阅读， 不只是对阅读本身
有用， 也不只是对工作或事业有
帮助， 更能帮助我们的心智保持
活力与成长。 愿这本书能带给你
我相同的读书方法提升！

读《如何阅读一本书》有感
□北京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刘立堂

■图片故事

能够认识塔布夫妇， 纯属一
个偶然的机会。 那是坐在进藏的
汽车上， 汽车在公路上行驶了几
天几夜， 在运行到唐古拉山附近
的一座房子时便停了下来， 是给
当地养护公路的人员送给养。

这里是一个山谷， 野外除了
山还是山， 郁郁葱葱。 山脚下，
仅有塔布夫妇住的房子， 没有任
何建筑物， 这个房子坐落在山凹
里， 显得形单影只。

塔布家里非常简陋， 除了桌
子、 椅子、 床之外， 仅有的一部
电视机就算是现代化产品了。 虽
然家具极其简单， 可屋子收拾得
一尘不染。 我感觉有些奇怪， 就
问塔布， 这里就你们夫妻生活，
收拾这么干净让谁看呢？

塔布说， 在这里， 完成每天
的工作后 ， 两个人没有事情可
做， 又没有人跟我们聊天， 闲在
那里倒不如多干些活儿时间过得
要快一些。 塔布说这话的时候，
外面突然刮起一阵邪风 ， 像狼
叫。 顿时， 我心头涌起一种莫名
的惆怅、 一种孤独。 这种孤独，
如果没有去过西藏， 是不会有感
觉的。

塔布夫妇没有孩子， 他们在
这里已经度过了5个年头。 按照
塔布的说法， 在这里生活， 孤孤
单单， 没有人烟， 可当初既然选
择了这个地方， 就要把这件事当
成一种事业来做 。 塔布一边说
着， 一边拿出他感觉好的食物给
我吃， 一会儿工夫， 桌子上就摆
满了。 本来肚子不饿的， 这种情
况下如果不吃上点儿， 塔布肯定
会不高兴的， 于是， 就挑挑拣拣
地往嘴里塞了几样小吃， 塔布这
才露出了他有些僵硬的笑脸。 塔

布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 他对我
说， 我是不是笑得不自然， 如果
你不来我们这儿， 我大概连笑都
忘记了， 说得我心里像突然堵进
了一团棉花一样难受。

塔布跟老婆都是西藏当地
人， 当初选择做养护工作， 大概
就是觉得这工作可以赚些钱， 没
有那些需要疏通的人事关系。 可
这种工作做得久了就感觉艰难
了， 因为人都需要有一个轻松愉
快的生活环境， 他们没有。 每天
工作之余， 除了看电视， 连个说
话的人都没有。 有时候塔布出门
养护公路， 家里就留老婆值班。
塔布沿着公路， 一边维护公路，
一边自言自语， 如果不是这样，
兴许连说话都忘掉了。

为了解决这种寂寞， 当初刚
来这里的时候， 塔布买了一部小
说， 现在， 这部小说的细节， 他
几乎都能够背诵下来。 说着， 塔
布大概动情了， 他说， 有时候我
有种感觉， 能和人吵一架都是一

种幸福啊。
最快乐的日子是欣赏藏羚羊

跃过公路的场景 。 冬末春来之
时， 成群结队的藏羚羊赶往它们
的生育基地。 那种场面， 轰轰烈
烈、 动感十足， 让人心潮澎湃，
像欣赏一部无与伦比的大片 。
“直到公路两旁没有一只藏羚羊
了， 我和老婆却仍然坐在那里朝
远方望着， 希望还能看到藏羚羊
从我们眼前走过。”

跟塔布夫妻说了大半天， 补
给物资已经搬运完了， 我也要跟
车离开塔布夫妻了。 塔布夫妻一
直送出门外， 当我走上车的一瞬
间， 夫妻二人流下了眼泪。

汽车行驶在公路上非常平
稳， 这要感谢这些道路护工们，
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业余生活， 维
持了公路安定。 想到此， 我不禁
回头望去， 塔布夫妻已经完全消
失在我的视线里了， 可我却感觉
到了他们俩火辣辣的目光正看着
我呢。

□彭波天路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