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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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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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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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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月月神神偷偷
是初冬的午后， 有阳光， 风

也不大， 暖暖的。 我陪妈去社区
诊所。 妈感冒了， 原打算像以前
那样扛一扛就会好了， 没想到却
越扛越严重了 ， 这才不得不在
我的 “押解” 下去看病。

几百米的路， 我们走了十分
钟的样子。 妈步子碎碎的， 不再
是以前的快步如风， 连我都追不
上。 我拉着妈的手， 她也没有挣
脱， 就那么温顺地孩子一样任由
我拉着。 妈的手粗糙又热乎， 那
上面是岁月布下的茧和留存的温
度。 那一刻， 我有些恍惚， 眼前
镜头切换般出现了一条雪白的
路， 路上有两个人， 一左一右相
伴而行， 大手拉着小手……那是
我关于我和妈之间互动的最初的
记忆。

那年 ， 我多大呢 ， 不记得
了。 只记得是一个漫天飘雪的午
后， 我跟着妈， 从姥姥家出来回
自己家去 。 天地净白 ， 雪飞如

舞， 四处静寂， 茫茫大地上似乎
只有我们两个。 妈一只胳膊上挎
着竹条小筐， 里面装着姥姥给的
东西， 一把红薯粉条？ 几个土鸡
蛋？ 不记得了。 只记得妈另一只

手拉着我， 她的手绵软又暖和。
妈平时走路总是大步流星似的，
我要小跑着才能赶得上， 而那天
妈走得不紧不慢， 小小的我不用
跑也能跟上她的节奏。 我看看漫

天大雪， 又看看妈。 妈那时多么
年轻。 黑亮柔顺的头发， 耳后别
一支发卡， 显得利索又简洁。 脑
后扎一条红色的头巾， 在白雪的
映衬下格外红艳……

就像儿歌中唱得那样， 走啊
走啊， 转眼孩子就长大。 不知不
觉， 我已从那个一手拉着妈妈的
手、 一手牵着妈妈衣襟的小孩，
成了将为妈遮风挡雨的中年人，
而妈呢 ， 妈是什么时候变老的
呢？ 在我的印象里， 妈一直是旧
模样。 风雪再大， 从未听过她叫
头疼脑热； 再苦再累， 都是歇一
歇就好了。 从读书求学， 到结婚
生子， 妈都是我最坚强的后盾和
依靠。 没钱了， 找妈要， 受委屈
了 ， 找妈诉苦……妈永远是超
人， 能解决一切难题， 甚至不会
生病。 到底是何时呢？ 开始感觉
妈变老了。 从为她拔下第一根白
发？ 从看到她眼角堆起了皱纹？
从她的步履变得蹒跚？ 几乎就在

一眨眼间， 妈曾经的年轻矫健一
去不返。 谁能想到， 我所向披靡
无所不能的妈， 现在居然像孩童
一般脆弱。 那场大雪犹在昨日，
妈的红头巾还仿佛在眼前飘舞
……

一瞬间， 我似乎看到那个被
叫做岁月的小偷， 露出狰狞的狂
笑， 手里挥舞着那把寒光闪闪的
能斩断时光的刀。 他是世间最令
人生畏的小偷， 没有谁可以逃脱
他的毒手， 任是世间最美好的东
西， 都会在他面前转眼即逝。 他
技艺超群 ， 冷酷无情 ， 神出鬼
没， 却从不失手。 我眼睁睁看着
他做恶， 却束手无策。

好在， 岁月能偷走世上最美
的容颜， 却偷不走世间最美的亲
情。 当岁月把妈变老的同时， 也
让我变得强大起来， 强大到足以
保护妈。 我们只不过换了个角色
而已。 当年， 妈是我的依靠， 而
如今， 我是妈的依靠。

□杨莹 文/图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职工读书沙龙

职工荐书随笔

余华先生的作品大多不是
长 篇 大 论 ， 而是以精致取胜 。
我认为余华先生是一位有个性、
并有着独立思想见解的作者， 给
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的小说
《活着》。

《活着》 用福贵少爷的一生去
诠释人一生所遇到的酸甜苦辣，
用一篇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的故
事演绎着这多灾多难的人生。

地主少爷福贵年少时嗜赌成
性， 娶了一个贤良的媳妇家珍，
但这终究也没有改变他赌光家业
的必然趋势。 在为生病的母亲求
医时 ,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 等回
乡时母亲已经去世， 女儿变成了
哑巴， 妻子苦苦地守着他的这个
家。 而这并不是悲剧的结束而是
开端， 家珍因为过度劳累患上了
软骨病不能干重活； 家里唯一的
儿子却因为给县长的夫人输血，
失血过度而亡； 女儿因为生产大
出血死去了； 女婿因为工伤随之
故去。 可是不论怎么样还有孙儿
苦根陪着他呀， 他们爷孙俩回到
乡下， 生活十分艰辛。 福贵心疼
孙子， 给他煮了豆子来吃， 不料
孙子却因吃豆子过多撑死了。 在
福贵少爷的生命中， 每一次难得
的温情都会被一次次无情的死亡
撕得粉碎 。 故事的最后福贵老
了 ， 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一头老
牛， 他们一起在阳光下回忆。

看了这本书我体会到这一
点， 活着的人需要有勇气去面对
每一天的挑战与抉择， 活着的人
更要担负着思念的痛苦与悲凉，
但 是 在 遇 到 了 一 次 次 困 难 后
还 能 够选择活下去的人都是勇
敢的人。

试想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的
人因为感情失意就选择了轻生；
有 的 人 因 为 生 意 失 败 便 一 蹶
不 振 ……但是这些失去的实际
上是可以再有的。 相比福贵的经
历， 这些难处多么的渺小啊！ 有
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活得单一一
点， 纯粹一点， 遇到困难了不要
钻牛角尖。

生活就好比是我们播种祈求
收获的田地， 我们每一次在毒日
头底下播种， 在秋风中收割， 都
是对自己的磨练， 而也就是因为
这样千锤百炼， 我们才可以百炼
成钢， 书写自己的人生风采。

读余华《活着》有感
□北京京诚集团景山房屋管理有限公司 王昭

■图片故事

在乡下生活过的人， 每个
人的心上， 都印着一个绝地清
寒的冬天。

风是冬天的符号。 隆冬的
风， 裹着寒意穿过陋巷， 那种
声音令人揪心地一颤。 走在巷
子的人 ， 穿着棉衣 ， 缩着脖
颈， 袖着双手， 脸庞通红， 一
副不胜寒的样子。

瓦房是安静的。 裸着苍灰
的面孔， 一排排铺张开， 更像
一帧黑白的书页， 写满细碎的
小楷。 很认真， 很规整。 慵懒
的是麻雀， 它们栖身于檐下的
缝隙里， 软蓬蓬的衰草为窝，
睡梦酣然。

屋里的世界无论贫富， 永
远是那么的温馨。 灶台上， 火
苗奔突， 锅碗瓢盆唱着岁月的
永恒 。 矮凳 、 桌几 ， 色彩斑
驳， 带着生活的体温。 那时的
我从几里外的学校奔回来， 嘴
里哈着白气。 在灶台上放一个
小凳， 一翘腿上了。 通红的火
膛一下用温暖拥抱了我 。 那
种暖， 穿越光阴， 至今仍清晰
可感。

一张小小的方桌， 把全家
人拢过来 ， 安享乡间的慢时
光。 苞米糁子粥一直在灶上熬
着的， 咕嘟咕嘟像金鱼吐泡。
等人到齐了， 母亲方才把它盛
在粗碗里， 中间放着一碟子芥
菜， 或者是酸白菜。 热气氤氲
了整个屋子， 迷蒙的空气里，
彼此看不见对方， 只听到呼噜
呼噜香甜的吃粥声。

父亲是第一个早起的人 。
乡村和我还在睡梦中沉浸， 父
亲就从灶房门后取下扁担， 担
着两只铁桶去村上的老井汲
水。 他吱呀吱呀晃过一道门，

又一道门 ， 门闩咔哒一下松
开， 此后就是一片沉寂。 约摸
十来分钟后， 我听到廊檐下沉
重的脚步， 父亲急促的喘息，
“噗” 地一声， 水落进水缸里。
如此三次之后 ， 我就又安睡
过去。

白日里， 巷子里的叫卖声
稠了起来。 卖白菜喽！ 卖粉条
喽！ 其后， 就是主妇们吱哑一
声推门出来， 围着堆满大白菜
的木板车一边挑挑捡捡， 一边
嘟囔着白菜品相好坏。 一手托
着硕大的白菜掰来掰去， 剥掉
那些腐烂的叶子 ， 白菜就白
白 净净的 。 卖白菜的男子憨
厚， 急得直跺脚时， 主妇们才
把白菜搁在秤上称， 但价钱也
不与卖家计较。 她们看男子在
凛凛寒气中瑟缩的样子， 进而
会嘘唏道： 不容易呀， 天寒地
冻的！

下雪是最好的时光。 雪给
万物凋敝的冬天增加了活泛的

气象。 每每这时候， 谁还会在
意手脚的冰凉呢？ 巷子里生动
起来，孩童咯咯的嬉笑声、逗乐
声，在静谧的境界里，仿佛金属
一样的清脆与活泼。 即便是雪
花钻进袄领里 ， 都觉得极温
柔。 在雪里撒野、奔跑，一个冬
天的乐趣全在此释放开来。

动物们也蛮有趣的。 芦花
大公鸡抖一抖身上的羽毛， 在
墙角满腹狐疑地嘎嘎乱叫； 狗
昂首望着树上落下的雪团一阵
惊悚地狂吠； 猫在雪地上自娱
自乐地印梅花图案。 到田野里
去吧， 雪的着色功能到底是厉
害的， 哪里都是均匀的白， 丘
陵起起伏伏地逶迤着， 昔日的
小路隐匿无踪。 很轻易就能看
到野兔诚惶诚恐地跳着， 下坡
的时候， 很滑稽地栽跟头， 令
人忍俊不禁。

现在 ， 乡村离我越来越
远， 这些成为不可复制的记忆
与乡愁。

□陈重阳印在心上的冬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