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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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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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怀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儿童莫笑是陈人，湖海春回
发兴新。雷动风行惊蛰户，天开地
辟转鸿钧。鳞鳞江色涨石黛，嫋嫋
柳丝摇麴尘。欲上兰亭却回棹，笑
谈终觉愧清真。”宋代诗人陆游的
这首《春晴泛舟》，道出了对惊蛰
这个美好节气的传神写意和至情
期待。

惊蛰，二月节，古称“启蛰”，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在每年公历3月5日至3月7日之
间。 惊蛰是一年之中开春时期的
一个节气， 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
始。 此前，动物入冬藏伏土中，不
饮不食 ，称为 “蛰 ”；到了 “惊蛰
节”，天气转暖，渐有春雷，农村开
始进入春耕季节。

多少年来，惊蛰到来之际，多
愁善感的诗人，便会挥笔诗句，吟
诗赋词，寄托自己的情怀，留下了
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惊蛰诗”。

晋代诗人陶渊明有诗曰 ：
“促春遘时雨， 始雷发东隅， 众
蛰各潜骇， 草木纵横舒。” 而唐
代诗人白居易的 《闻雷》， 对惊
蛰的描写就更加形象。 “瘴地风
霜早 ， 温天气候催 。 穷冬不见
雪， 正月已闻雷。 震蛰虫蛇出，
惊枯草木开。 空馀客方寸， 依旧
似寒灰。” 全诗写的是惊蛰节气
到来时的景象， 诗人用自己的所
见所闻来突出惊蛰的特征。

词人笔下的惊蛰更是委婉动
人。 宋代范成大 《秦楼月·浮云

集》 “轻雷隐隐初惊蛰。 初惊蛰。
鹁鸠鸣怒，绿杨风急。玉炉烟重香
罗浥。 拂墙浓杏燕支湿。 燕支湿。
花梢缺处，画楼人立。 ”这首词把
惊蛰时的物候都说出来了， 惊蛰
来了， 鸠鸟鸣叫着， 天上响着雷
声，翠绿的杨树迎风飘扬。全词抒
情含蓄，幽雅和婉。

“春愁一段来无影。著人似醉
昏难醒。 烟雨湿阑干。 杏花惊蛰
寒。 唾壶敲欲破。 绝叫凭谁和。 今
夜欠添衣。 那人知不知。 ”宋代萧
汉杰的《菩萨蛮·春雨》写的却是
惊蛰的另一番景象， 烟雨打湿阑
干，杏花初开放，然而总敌不过倒
春之寒。 深夜饮酒，愁绪万千，似
醉难醒，我的心上人，你可要记得
添衣。

流传较广的还有唐代诗人韦
应物的《观田家》。 诗云：“微雨众
卉新，一雷惊蛰始。 田家几日闲，
耕种从此起。丁壮俱在野，场圃亦
就理。 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
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廪物
宿储，徭役犹未已。 方惭不耕者，
禄食出闾里。 ”那意思是说，春雨
过后，所有的花卉都焕然一新。一

声春雷， 蛰伏在土壤中冬眠的动
物都被惊醒了。 农民没过几天悠
闲的日子，春耕就开始了。自惊蛰
之日起， 就得整天起早摸黑地忙
于农活了。 健壮的青年都到田地
里去干活， 留在家里的女人小孩
就把家门口的菜园子收拾收拾，
准备种菜。 他们每天都忙忙碌碌
的，回到家天已经很晚了，还得把
小牛牵到村子西边的溪沟里让它
饮水。这样又累又饿，他们自己却
不觉得苦， 只要看到雨水滋润过
的禾苗，心里就觉得很是欢喜。可
是即使他们整日这样忙碌， 家里
也没有隔夜的粮食， 而劳役却是
没完没了。看着这些，诗人想起自
己不从事耕种， 但是俸禄却是来
自乡里，心中深感惭愧。这种思想
感情的抒发是唐代田园诗中的一
个特点， 并且作为古典诗歌中的
优良传统一直为后世流传。

“学道无多事，消阴服众魔。
春雷惊蛰户，海日浴鲸波。大勇收
全胜，灵襟袭太和。 何妨会稽市，
取酒独酣歌。 ”惊蛰，注定是个酣
畅淋漓的日子，春雷惊蛰之日，大
海浴鲸波，欢饮于市，何其舒畅！

□魏益君惊蛰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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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印象里除了娘的生育之恩，
姥姥给我的爱不比娘少。

父亲弟兄六个他最小， 几个
大伯家都是先添的男丁， 到我们
家却是个丫头。 是那个重男轻女
的年代害的？ 还是爹吃了别人的
白眼， 才在家跟娘吵吵的？ 我出
生没多久， 娘的奶水就气没了。
姥姥怕我夭折， 她将半个村子跑
遍， 借了二十块钱， 在集市上买
了一只奶羊。 我的小命算是保住
了 ， 可姥姥以后的日子就没得
闲， 除了照顾我， 给羊找干草，
割鲜草。 她还得打点满院子的猪
仔。 这些猪仔好像从没吃饱过似
的， 一天到头哼哼唧唧地叫唤。
姥姥喂它们吃食了： “噜噜噜噜
噜……” 这时串门的邻里来了，
她们又在姥姥耳旁嚼舌根： “姑
娘的日子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散
伙， 看你整天累的……” 姥姥端
着猪食 ， 叹了口气 ： “孩子还
小， 大点了就好了。 俺受点苦不
要紧， 往后日子还长着哩。”

谁知这苦一吃就是好些年，
虽说三冬三夏抱个娃， 赶在缺衣
少穿的年代， 真是苦了大人。 姥
姥是贫农身份， 不识俩字， 但我
不知她从哪儿学来那么多小曲
儿， 她教我的小曲儿， 我一个都
没忘。 印象里姥姥裹着一条棕色
的头巾， 穿着斜襟褂子， 为了保
暖效果好， 脚脖上会捆个绑腿带
子。 那件深灰色的斜襟褂子姥姥
穿了好多个年头， 袖口上都磨出
了花， 口袋里装着一块儿方格手
巾。 还记得那个晚上， 姥姥早早
地把灯熄灭 ， 我就躺在她的旁
边， 身子底下铺的干草， 翻个身
都会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 我胆
子很小， 怕黑， 怕打雷， 每到下
雨天， 我准会闹腾一番， 闹着让
姥姥把灯点上。 姥姥为了转移我
的注意力， 又教我读小曲儿了：

“小板凳摞摞 ， 上面做个哥哥 ，
哥哥出来买菜， 上面坐个老太，
老太出来烧香， 上面坐个姑娘 ，
姑娘出来磕头 ， 上面做个孙猴
……” 姥姥一口气儿读完， 我追
问着： “我什么时候才能学完？”
我看不到她的脸， 只听到姥姥笑
了笑： “离学完远着哩！” 同龄
的小孩儿说鸡蛋如何好吃， 可姥
姥没舍得让我吃过一个， 我还跟
她置气， 说她是小气鬼。 姥姥为
了让我学点儿东西， 将攒着的鸡
蛋送给了教书先生， 把我送到学
校讨点儿学问。 姥姥常说： “俺
没文化， 闷了一辈子， 再怎么着
也得让娃上学。” 就因为姥姥的
远见， 我才有学上的。

姥姥的脚很小， 走起路来很
慢， 但是干农活可利索了。 她用
脚踩着铁锨 ， 一用劲儿土被掘
开， 扔下种子算完工了一半儿。
因为那块儿地离井太远， 浇地是
个愁人的活儿， 家人都劝她， 先
顾大块儿地 ， 小块儿的最后张
罗。 可姥姥怕错过播种时节， 往
返走五里的土路去挑水， 担子发
出吱扭吱扭的叫声， 在她一米五
的肩头上晃晃悠悠， 姥姥的步子

很慢， 水桶也随着她的身体左右
摇晃， 小路上淅淅沥沥留下水的
痕迹。 我不知道这块儿地姥姥挑
了多少担子水， 只记得每到收获
的时候， 我会拎着竹篮跟在姥姥
身后， 将一根根紫艳艳的眉豆摘
起来放进竹篮里。 看着丰收的成
果， 我不禁说道： “都看不好的
地， 还真能结出果儿来？” 姥姥
弓着身子在眉豆丛里， 如同饱满
的眉豆 ， 朝我笑笑 ： “你待它
好， 它都知道。”

若干年后， 在姥姥的照料下
我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家。因为
忙于工作、家庭，回老家看她的次
数渐渐少了。那次跟姥姥通电话，
她知道我害喜， 托人给我捎来一
兜儿菜窝头。 嚼着姥姥做的菜窝
头，我特别幸福，因为那是小时候
的味道。过了些天，老家的人又给
我捎带了些龙须菜。 我打电话还
责备姥姥：“我都这么大的人了，
能照顾好自己，别总惦记我！ ”如
今姥姥耳朵背了， 但这次她听得
很准， 在电话那头重复地说着：
“你是姥姥一手拉扯的，疼惯了！ ”

姥姥是我的第二个娘， 她给
我的不仅仅只有母爱！

□王会敏 文/图第二个娘

2月底， 我们这里又下了一
场大雪， 早晨上班， 我到生活区
办事， 路上满是积雪和坚冰， 我
小心翼翼地走着， 生怕一个不小
心被滑倒。

走进生活区大门， 路面干干
净净， 雪已被扫到路边了。 “谁
这么早就来扫雪？” 我心里想着，
一抬头， 前面有个穿迷彩服的身
影一动一动的， 走近一看， 原来
是驻厂消防队队员潘亚军。

大概是扫了好大一会儿了，
他的额头上渗出一层薄汗， 脸颊
也微微发红。 他先用扫把扫， 再
用铁锹铲， 遇到大块的坚冰就竖
起铁锹使劲儿砸， 碎冰碴飞溅到
他的脸上 、 身上 ， 他胡乱抹一
把， 继续干活。

“这么早就出来铲雪？” 他
笑了笑： “趁着大家还没出门，
赶紧把路面清理出来。” 正说着，
一位拎着菜篮的胖大妈走过来满
面笑容地问： “小潘， 我家门口
的雪是你铲掉的？” “您家里有
老人， 不把雪弄掉， 老人进出不
安全。” “你真心细。 我从早市
上买的热油茶， 走， 到我家里喝
一碗暖暖身子！” “不了， 一会
儿队里就集合点名了， 我扫完这
片儿得赶紧回去。”

潘亚军这人在消防队一群生
龙活虎的小伙子中间并不出众，
他为人低调， 不爱说话， 你问一
句他答一句。 他不爱说话却爱做
事， 平时训练结束或出警回来，
他洗把脸、 喝口水， 把汗落下去
就满院子转悠找活干———收拾器
械、 整理内务、 擦消防车、 补水
带……领导表扬不表扬他都不在
意， 该干嘛干嘛。

消防队进了新队员， 队长喜
欢交给他带。 论业务能力他不算
最好的， 但论细心、 有耐心， 谁
也比不上他。 有的新队员 “六米
拉梯操” 老是不过关， 他放弃休
息时间陪着练； 有的队员作训服
剐破了、 扣子掉了不会补， 他一
针一线给补好； 有的新队员不适
应集体生活， 想家， 他约上三五

个人带着新队员上公园玩、 吃特
色小吃、 谈天说地， 帮新队员尽
快融入集体中……有个新队员在
心得体会中写道： “潘亚军让我
想起雷锋说过的一句话， ‘对待
战友要像春天般温暖’。”

一天下班， 我到镇上寄信，
路过诊所时看见潘亚军在里面，
他生病了？ 我走进去一瞧， 他正
陪着一位老人打点滴 。 老人说
冷， 他脱下外衣仔细披在老人肩
上。 我问： “你的……亲戚生病
了？” 他摇摇头： “这是镇上的
‘五保户 ’ 爷爷 。 ” 老人接道 ：
“去年夏天，亚军他们到镇上搞防
火义务宣传，见我一个人在家，生
活上有许多不便， 亚军就隔三差
五到我家里帮我买米买面、 洗洗
涮涮、 交水电费， 给我留了个号
码，叫我有事打他电话。 这不，今
早起来我受了风寒， 本不想打搅
他，谁知越来越难受，只好打电话
跟他说……”潘亚军低着头，轻轻
地给老人揉腿。

每当节假日， 住在生活区的
同事都喜欢潘亚军值班， 因为他
到生活区巡逻时会带上一只工具
箱，谁家太阳能有毛病了、谁家煤
气灶打不着火了、 谁家下水道堵
塞了， 只要喊一声， 他马上去查
看，手巧、有耐心、又不怕脏，很快
就修好了。 年纪大的女同事特别
喜欢他，算着他值班巡逻的日子，
提前做些鸡蛋饼、红烧肉、韭菜饺
子，站在楼道口大声招呼他。他涨
红着脸连连摆手说不吃， 不吃不
行，硬拉着他不放。

有次， 不善言辞的亚军告诉
我一件往事： 当年他离开家千里
迢迢到山东当兵， 一开始很不适
应， 想家、 想爸妈， 加上水土不
服， 生了病， 是战友们精心照料
他； 当兵期间战友们帮助他、 关
心他， 那份情谊他铭记在心。 退
伍时他们约定： 无论走到哪里、
干什么工作 ， 都要做一个对他
人、 对社会有用的人。 “只是帮
别人做了一点小事 ， 不算什么
……” 他腼腆地笑了。

□赵闻迪 文/图

爱管闲事的消防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