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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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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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的是日子， 记不住的是
岁月。 两者之间， 是一个念想，
是又一年。

每次返乡， 我都会迷失、 打
盹。 鸡犬不相闻， 雀鸟不叫嚣，
孩子在手机里起伏， 老人在光阴
里浮沉。 一个人的时间混淆在一
个村庄的时间里。 一个村庄的时
间混淆在一段历史的时间里。 日
复一日， 或动或静， 或止或行，
或睡或醒， 他们耐心地等待着那
个叫年的戈多。

不曾发生， 不曾归来， 不曾
离去。 乡人如此， 时间如此， 年
也如此。

腊月阴冷 ， 适于风干食物 ，
也适于晾晒光阴。 那些老人， 把
自己搬出来， 把余生也搬出来，
坐在门口 ， 靠着南墙 ， 眯瞪着
眼， 翻晒一些记住和记不住的陈
芝麻烂谷子充饥。 我身上的风尘
味， 会惊扰他们。 他们抬起头，
睁开眼， 道一声重复千年的话：
娃， 回来了。

人总会活到这个年龄， 时间
拿你没办法 ， 你拿时间也没办
法。 除了———年。

父亲也老了 ， 手脚哆哆嗦
嗦， 言语含糊其辞， 不再絮叨年
几种的写法和意义。 这些， 我都
熟稔于心。 年， 谷熟也， 把成熟
的庄稼搬回家。 孩子是父母出走
的庄稼。 过年了， 都要收回来，
咬咬， 嚼嚼， 看看成色。 所以，
为了这个收获的年， 他们愿用一
年的时间守望。

往来于城乡间， 溯洄于时光
里 ， 我渐渐发现 ， “年 ” 的演
化， 就是一部生命简史。

甲骨文的 “年”， 人负禾形，
上面是谷穗下垂的禾， 下面是弯
腰伸臂的人， 一幅颗粒归仓把家

还的画面 。 金文中 ， 谷穗更下
垂， 人的腰更弯， 禾与人融汇一
起 。 到 了 篆 文 ， “ 年 ” 下 的
“人 ” 衍化为 “千 ”。 隶书更简
洁， “禾” 的落笔和 “千” 的起
笔都还原成直线， 秊。

“人” 不见了， 负禾的样子
消失了。 人去哪儿了？ 或在市，
或在野， 都在别处。

年是光阴的落叶归根。 四时
八节的胎记上， 都标注着时光的
基因。 生命的孕育经历了整个生
物的进化过程 。 从甲骨文 、 金
文、 篆文到隶书， 如同从老年、
中年、 青年到少年， 是遗传， 是
生命的回放。

跟老人打招呼 。 爷奶叔伯
……越叫越少， 应声越来越低。
他们垂着头、 弯着腰， 需要拐棍
扶持， 才不会垂到地上， 融为一
条直线。 《尔雅》 说： 年取禾一
熟 ， 年者 ， 禾熟之名 。 每岁一
熟， 故以为岁名。 他们是留守的
庄稼 ， 在等年 ， 等孩子回来收
割， 把他们颗粒归仓。

有时， 他们拉住我， 用比兴
的眼光， 通感自己的孩子。 他们
羡慕父亲， 我每周都回来看他。
父亲笑： 娃没本事， 就守着。 他
们叹口气： 本事大， 飞得远。 此
时， 他们都是苏轼： 人皆养子望
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
儿愚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

子曰： 父母在， 不远游。 又
说： 游必有方。 远方是梦， 逐前
程。 药方是年， 医归程。

远游的日子 ， 轻举的年 。
“行 行 重 行 行 ， 与 君 生 别 离 。
……思君令人老， 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 努力加餐饭。” 从
这首古诗里 ， 我看到了年的开
头， 也看到了年的结局。

远游的日子
轻举的年
□葛亚夫 文/图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职工读书沙龙

职工荐书随笔

中心机关组织开展了 《方法
总比问题多》 的读书活动， 使我
对 “方法” 与 “问题” 的关系有
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也掌握了一
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以及如何把
问题变成机会。

在工作中偶尔会用 “我不知
道” 作为原谅自己的借口， 对照
本书 ， 我深刻理解到往往一句
“我不知道， 没有办法” 就阻碍
了前进的步伐， 失去对于自身来
说或许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态度决定一切，要建立“我能行”
的信念，从“我只能做到这样子”
的思维惯性中跳出来，从“我已尽
力”的假象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
有勇于面对，心智才能不断强大，
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每个人都有梦想， 是让自己
的梦想只停留在梦中？ 还是通过
行动， 让梦想成为美好的现实？
在日常工作中， 很大一部分人都

是 “讲得太多， 做得太少”， 更
多的时候是在被动工作， 没有将
好的想法转化成自身的能力。 每
个人都希望自己变得优秀， 但很
多人却将时间用在 “空想” 和语
言上， 而真正优秀的人早已开始
了行动。 我们要勇于开始， 别耽
搁在起点上， 做到 “以梦促行，
以行筑梦”。

工作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问题， 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也
都不是唯一的。 要解决问题， 就
要对问题进行正确的界定， 弄清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找准 “靶
子”， 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本
书提供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
比如： 以类比方法解决问题、 以
逆向方法解决问题、 以侧向方法
解决问题、 以系统方法解决问题
等14种方法。 这些方法有助于帮
助我们抓住问题的根本， 快速、
准确地解决问题。 我也会将书中

的方法运用到平时的工作中， 努
力提高工作效率。

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启示， 它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没有找
不到的方法， 只有找不到方法的
人”。 问题不仅仅是麻烦， 还有
很多的机会。 我们只有时刻提醒
自己 “只为成功找方法， 不为失
败找理由！” 才能成为一名优秀
的人。

□顺义区城镇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工会 马波

我能行

读完世纪老人杨绛写的
《我们仨 》 这本书 ， 我深深地
被书中朴实的文字， 从容的表
达 和 血 浓 于 水 的 亲 情 所 打
动 ， 也领略了这个相依相扶 、
相濡以沫， 相聚相失家庭的悲
欢离合。

婚姻是人生的基石， 钱钟
书和杨绛的婚姻堪称琴瑟永谐
的模范 ， 他们虽然漂泊不定 ，
居无定所 ， 也遭际了人生坎
坷 ， 可是 ， 他们始终你尊我
爱， 相守相助， 相依相携。 共
同演绎了一段人生佳话。 钱钟
书说杨绛是他眼中最贤的妻 ，
最才的女 。 两个人举案齐眉 ，
赌书消得泼茶香。 营造着最温
馨、 最幸福的暖巢。

钱钟书不会打蝴蝶结， 分
不清左右脚， 拿筷子像小孩儿
那样一把抓。 杨绛在医院生孩
子期间 ， 钟书一个人过日子 ，
每天到产院探望 ， 常苦着脸
说： “我做坏事了， 打翻了墨
水瓶， 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杨绛就说 ， 不要紧 ， 我会洗 。
然后， 他又把台灯砸了， 杨绛
又说， 不要紧， 我会修……杨
绛从没有责备这个笨手笨脚的
丈夫， 处处宽慰他， 消除着他
的生活苦恼。

杨绛和钟书只在出国的船
上吵过一次架， 原因只为一个
法文的读音， 说了许多伤感情

的话。 最后， 杨绛赢了， 钟书
输了， 可是赢了也没高兴， 输
了也觉得不开心。 他们从中认
识到了吵架的两败俱伤 ， 从
此， 他们互相迁就， 从没有再
吵过架。 他们用爱和温暖维系
着婚姻的神话， 成为佳话。

当杨绛怀有了身孕， 钱钟
书说： “我不要儿子， 我要女
儿———只要一个 ， 像 你 的 。 ”
一句发自肺腑的话， 足以看出
杨绛在钱钟书心中的地位。 而
果然如钱钟书所愿， 杨绛给他
生了一个女儿 ， 一个聪明伶
俐， 懂事可人的钱媛。 组成了
三人的家庭。

钱媛是杨绛生平的杰作 ，
钟书认为 “可造之材 ”， 公公
心目中的 “读书种子 ”， 她体
弱多病， 多次休学， 她上高中
背粪桶， 大学下乡下厂， 毕业
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历
尽艰辛，可是，她却始终是一粒
刚刚发了一点芽的种子。 1997
年春， 钱媛去世，1998年岁末，
钟书去世， 一个相濡以沫的家
庭，就只剩下了杨绛自己，尤其

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该给杨绛
先生带来了多么大的伤痛，但杨
绛先生很平静地对待生死离别。
她只能说， 世间好物不坚固，彩
云易散琉璃脆。

钟书夫妇一生淡泊名利 ，
很少参加场合应酬， 曾多次拒
绝担任职务。 他们惟愿在陋室
中潜心学问， 不论多么艰苦的
境地， 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
作， 因为这是他们的乐趣。

2016年杨绛先生也走了 ，
远离了这个繁杂的世界， 去找
她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人， 重享
“我们仨” 的亲情与爱了。 她为
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珍贵的文字
和珍贵的思想； 留下了 “一种
文化， 一种生活趣味， 一种追
求”； 留下了一份淡定自然、 厚
重而刻骨铭心的爱； 留下了一
种精致和智慧……

一位世纪老人，她用一个女
人的宽厚和坚韧温柔了岁月，惊
艳了时光，她用一个女人的慈爱
和缜密筑起了万里长梦。 “我们
仨”的故事，永远成为人生宝典，
成为生命年轮里的永恒。

□冯天军

相濡以沫 相聚相失

———读 《方法总比问题多》 有感

———读杨绛的 《我们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