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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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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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记忆， 早已不复存在，
而有些记忆却越来越深刻。

在农家， 犁， 耙和牛总是不
可或缺的， 而与之打交道最为密
切和频繁的就是男人， 也就是孩
子的父亲。

我从小就放牛， 因此和父亲
成了 “搭档”， 尤其是入春之后，
这对 “搭档” 就更频繁地出入在
田间地头。 我牵牛在前面， 父亲
就扛着犁在后头， 也顺便帮我赶
那头 “倔强” 的老水牛。

到了地里 ， 父亲就拉开架
势， 很熟练地给牛 套 上 绳 子 ，
挂上牛轭 ， 之后就会发出 “沟”
“踩边 ” “缩 ” 等词汇 。 别奇
怪 ， 那 些 都 是 农 家 人 犁 地 的
时 候对牛 “命令 ” 的话 ， 无非
就是让牛跟着犁过的沟或者踩在
坎子边走， “缩” 自然也就是叫
牛倒退的意思。

父亲犁了地 ， 我也不清闲 ，
多半都会去地头割些青草回来，
等父亲停下来吸烟的时候， 我便
会将自己割的草去喂牛。 那种感
觉无比高兴， 看着牛一口一口的
吃着青草， 就如同自己获得了某
种 “功绩” 一样。

那个时候， 很多农家犁地和
耙田都实行换工， 说白了就是今
天你帮我家犁地， 明天或改天我
再给你家耙田。 按理说跟着放牛
我也是一分子， 可到了晚上吃饭
的时候， 父亲却不同意我跟他一
起去客家吃饭。

可能是嘴馋的原因， 所以很
小的我就想学犁地和耙田， 要知
道， 只要可以单独掌牛， 就可以
换工， 也就能 “名正言顺” 地到
客家去吃饭。 可是 “好学” 的我
却遭到了旁人的嘲笑： “你还没

有犁高， 还犁什么地哦。” 只有
父亲很严肃： “你要去上学， 现
在不学， 啥时候才学啊。”

后来我上了学， 田间地头的
那对 “搭档” 不见了， 上学路上
却多了一对 “搭档”。 从我家到
学校有五公里， 当时村里在那所
学校读书的就只有我一个人， 所
以父亲就每天早上送我上学， 拿
一把火把或者打着手电筒。 父亲
总是先把我送到学校， 再回来去
地里劳作。 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
三年级， 有高年级的同学转到我
读的那所学校， 我自然也就有了
新的同伴。

其实一直忘了说， 那时我家
特别困难。 难到什么程度， 我只
能说， 每年的二三月份， 家里就
完全断了粮。 接下来的日子就全
靠父亲一个人去山里找一些野菜
和野果回来糊口。 我记得父亲挖
得最多的就是山药 ， 大则手腕
粗， 小的有如镰刀柄一般。 用刀
削去皮， 洗净， 和水一起下锅，
再加点野菜， 就成了一家人的晚
饭。 当然在削皮下锅之前， 父亲
定会单独拣几节出来， 那是专门
为我留的。 将山药往火坑里埋起
来， 一盏茶的工夫再掏出来， 刚
刚好， 或者酥软， 或者已经起了
几块干巴， 用刀或竹片轻轻刮去
表面的灰和泥土， 再用嘴吹吹，
就成了我的 “零食”， 或是某顿
“中午饭”。

父亲的点滴仍记忆犹新， 只
是多年前， 父亲已永远沉睡在了
春 天 里 。 正 所 谓 树 欲 静 而 风
不止， 子欲孝而亲不待， 在这个
春 花 灿 烂 ， 万 物 蓬 生 的 季 节
里 ， 但愿父亲在另一个世界 ，
一切安好！

□熊兴国 文/图

春天里的父亲

———读 《希利尔讲给孩子的世界历史》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儿时住在乡下， 父亲成天
都有做不完的农活， 根本无暇
顾及我们的学习。 只有等到晚
上，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我们
才能和父亲说上几句话。 有时
候，父亲喝点小酒，就会兴致勃
勃地给我们讲诸葛亮智斗司马
懿的故事。 那时候，我们对诸葛
亮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没想
到他去世后还能让对手司马懿
大吃苦头。 在父亲那里， 我们
知道了很多历史人物的故事 ，
除了诸葛亮 ， 还有邓艾 、 姜
维 、 张飞 、 关羽等 。 严格说
来， 这些故事只能算传说， 跟
真正的历史还有很远的距离 ，
然而对于三十多年前的我们来
说， 正是这些历史人物开拓了
我们的视野。

可见， 在儿童成长的过程
中， 我们需要向他们及时提供
有关历史启蒙方面的书籍 ，这
样才能满足他们探知这个世界
的需要。 美国著名儿童教育学
家和科普作家吉尔·莫里斯·希
利尔熟悉儿童心理， 更知道如
何用讲故事的方式吸引孩子的
注意力。 他认为，在写作、阅读
和数学之外， 孩子们都应当接
受历史、艺术、地理等全面的素
质教育。 《希利尔讲给孩子的世
界历史》 是希利尔为孩子们打

造的一本与众不同的历史书 。
本书包括上中下三册， 以孩子
的视角出发， 引领孩子进入历
史，用趣味又不失严谨的语言，
讲述了人类过去的历史。

本书向年幼的学子们传递
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从世间万
物的开端、 穴居人类、 发现了
火、 埃及人建造金字塔一直讲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向独裁者开
战和苏联的产生， 其中跟中国
有关的包括 《中国人的世界 》
《印刷术和火药》。 希利尔告诉
孩子， 中国的孔子教导孩子们
要孝敬父母， 尊敬师长。 这听
起来和他们 《圣经》 中的箴言
是一样的。

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 、火
药和指南针， 这些发明传到欧
洲后， 对世界文明进程发挥了
重大影响。 1453年，土耳其伊斯
兰教徒借助火药和大炮， 摧毁
了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墙 ，导
致那座宏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也变成一座清真寺。 君士坦丁
堡沦陷以后， 所有的战争都用

到了火药。 在战场上，除了胜利
者的欢呼、失败者的呻吟，最震
耳的就是大炮的轰鸣声。 人们
把1453年看做中世纪的终结，可
以说， 是火药让中世纪走到了
尽头。 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白，
正是由于中国发明的火药 ，导
致欧洲生产了坚船利炮。 最终，
他们用这些致命的武器叩开了
中国的大门， 使中国几乎陷入
了亡国灭种的境地。 经过上百
年的努力，直到现在，我们才又
逐渐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虽然希利尔早在1931年就
去世了， 不过今天看来， 这套
《希利尔讲给孩子的世界历史》
仍然极具参考价值， 有助于孩
子们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历
史，形成健康的历史观。 世界，
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 起起落
落，从远古至今。 让我们在希利
尔的带领下， 像乘坐魔法飞毯
一样 ，去追随 、关注这个世界 ，
用我们好奇的心， 最富于探索
的精神，了解我们的世界，我们
自己的文明史。

□邓勤

历史就是这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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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一个山坳里， 树
林连绵遍野。 那些树与那村人一
样 ， 绵延了不知几代 ， 世代相
伴， 一如我的乡亲， 令我永远牵
念。 其中一些贴上了 “老张家”
的标签， 是属于父母的， 我亲切
地唤作 “爹娘树”。

“爹娘树” 品类不一， 凡土
生土长的树种都有些。 有分田地
时带的， 有老家院儿里祖传的，
更有父母亲手培植的； 有在山谷
沟岔的， 有在田间地头的， 有在
房前屋后的 。 大大小小百余棵
树， 父母视若儿女， 精心呵护。

父亲个头不高，小巧灵活。每
年冬季，他都会腰别镰刀，噌噌爬
上树干，“修理”那些疯长的枝丫。
一阵疾风骤雨过后， 钻天杨开始
钻天，洋槐树不再乖张，一株株如
理过发的小伙儿，精神、帅气，浑
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去生长。 父亲
一边砍枝一边逗趣我 ： “小子
呀， 你也像这树一样， 不修理就

成不了材 。” 我叉腰向树上喊 ：
“你下来修理我呀！” 说完， 我俩
都笑了， 但心里真害怕哪天闯了
祸， 再遭一顿胖揍。

冬去春来， 修剪过的树木冒
出新芽。父亲又会剪些杨树枝，扦
插在自家河埂上、 沟渠边、 农田
里，说：“每年栽一些，不出几年就
会是一片小树林！ ”还真是这样，
如今几十年过去， 我家的那几片
杨树林已郁郁葱葱。 而那些经年
的老树， 大都已被砍伐， 成了房
梁、门窗、床柜及我的学费。

哥哥结婚那年， 父亲伐了几
株高大的杨、 槐， 请了村里盖房
的把式、 最好的木匠， 在山脚下
盖起了五间土木新房， 风风光光
将嫂子娶进了家。 我考上师范那
年， 父亲伐掉了老房山墙外的两
株老洋槐 。 拿着卖树的一千多
元， 以及卖花椒、 卖槐米、 卖柿
子和借来的三千多元 ， 送我出
山、 上路、 进城求学。

母亲虽高父亲一头， 可毕竟
柔弱， 只能费尽心思地侍弄些果
木树。 正是这些结果儿的小树，
深得我心， 每年鼓动并满足着我
肚里的馋虫。

老房墙角处 ， 有一棵李子
树， 可心的是竟然还有两枝大黄
杏， 那是母亲当年从很远的亲戚
家嫁接来的。 母亲说： “小时候
带你走亲戚， 你吃了人家一瓢大
黄杏， 怕你嘴馋就嫁接了两枝，
好几次才成活呢 。” 每年盛夏 ，
黄杏先熟， 紫李接续， 让我吃个
过瘾。 如今， 那树还在， 一年年
牵动着我回家的脚步。 母亲喜滋
滋地看着我吃， 还是那个味儿。

还有一些杏树、 桃树、 花椒
树， 常是母亲在院内或田间撒下
核或种，育苗栽植的。 不管怎样，
勤劳持家的母亲都会千方百计地
让我家拥有这些树， 喂养我们的
同时，也卖些钱贴补家用。

那日， 母亲坐在院里的苹果
树下喘着气， 说：“哪年我都会栽
些树，如果真有一天干不动了，或
是不在了， 你们照样能吃到应时
的果子，摘了送人、卖钱都成。即便
顾不上摘，也是个念想不是？”我连连
说“是”。 母亲满意地笑了，起身做
饭，我却坐在原地眼泪打转，一时
不知如何是好， 只是默默地将那
些树又一棵棵种在了心田。

秋风吹过， 黄叶飘零。 “爹
娘树” 又长一岁， 明年将继续新
叶荣发， 可爹娘却要一直枯萎下
去， 终将滑向生命的冬季， 不再
回春。

恍惚间， 我已然站成了一棵
树， 与妻女、 哥嫂、 侄子一起成
了 “爹娘的树”， 融在了山坳的
密林之中……

□张金刚 文/图爹娘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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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云锐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因
管理疏忽， 遗失了北京仲裁委员会办公
室开具给我公司的增值税普票发票发票
联。 此发票的开票日期2018年11月13
日， 发票代码011001800104， 发票号码
70717481， 发票金额人民币 18630元。
特此声明 2019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