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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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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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民间有不少劳动号子，
打夯有号子，放排有号子，拉纤有
号子，渔民拉网也有号子，而我最
熟悉和难忘的却是林区工人的抬
木号子，亦称蘑菇头号子。

20世纪80年代初， 年方二十
的我到林场木材作业点上班，那
地方没轻巧活儿， 偷奸耍滑的人
混不下去。场长见我年轻力壮，安
排我去“归楞”，“归楞”就是四人
或八人一组用掐钩和抬杠把四米
或六米长的大小原木归成大楞
垛。抬大木头时必须得喊号子，喊
号子可以释放负重的压力， 统一
步伐，否则脚步不齐走不稳，容易
扭腰。

第一天上班， 我被眼前的一
大片木头吓了一跳， 贮木场里尽
是些三四十公分粗的大原木。 散
乱的原木堆里， 还有几根头号的
“大水壶”（树的根部特别粗），我

看着那些大木头， 不由倒抽了一
口凉气，心想，这活，不咬紧牙关
真挺不过去。

头一天， 楞场上的原木都一

根根地上了垛，到了傍晚，只剩两
根一头粗一头略细的 “大水壶”
了。 此时， 我的肩头早已红肿起
来，一挨到木杠就火辣辣地疼，但

我仍不露声色地坚持着 。 之前
听人说， 抬木头这活儿能挺过三
天就没问题了 。 要强的我 ，暗
下决心，一定要挺过这难熬的头
三天。

组长说，抬完这两根就下班。
组长和我一道杠， 他是个脸色黝
黑40多岁的山东汉子。 他一生走
过两条路，长的一生只走过一次，
从关里到关外。 短的天天在上面
走，从家里到山场。 他个头不高，
却是个“老磨骨头”（老抬木头的）
了，也是喊号的领头人。我俩抬的
是头杠，头杠是那个“大水壶”的
根 部 ，木 质 结 实 且 粗 ，明 显 沉
于后杠。

当掐钩咬紧原木， 我憋足一
口气，随着黑脸汉子一声“撑腰起
哟”的吆喝，我们四人一齐将半蹲
的腿站直， 此时我蓦地感到全身
的血往上涌， 浑身上下所有的肌

肉都瞬时崩紧， 连骨头节都发出
一阵轻微的响声。 我注视一下杠
子的另一头， 只见组长的额头和
颈上的血管像蚯蚓般凸起， 腮上
的肌肉也不停地鼓动。 他刚低沉
地吼了声“往前走哟”，只听咔嚓
一声， 我俩的木杠突然从中间断
裂，“大水壶”瞬间重重落在地上。

杠子又换了根更粗更结实
的， 铿锵有力的号子声又响了起
来：“哈腰挂哟，嘿哟！ 撑腰起哟，
嘿哟！哥四个哟，嘿哟！迈稳步哟，
嘿哟！心要齐哟，嘿哟！泰山移哟！
嘿哟！ ”……我们用嘿哟嘿哟的口
号配合着， 一步步地走向了远处
的楞垛。此后的日子里，我每天便
在这粗犷浑厚的号子里磨练着青
春和体魄， 那号子里不仅蕴含着
劳动者的坚韧和力量， 还有齐心
协力的可贵精神。如今想起，依然
亲切。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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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起劳动号子 □王贵宏 文/图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走走下下““神神坛坛””的的母母亲亲
□马海霞 文/图

父亲说我的母亲是超人，因
为她无所不能， 虽然只读了六年
书，那也是家贫造成的硬伤。想当
年母亲可是有名的学霸， 人聪明
干啥都是好把式， 母亲身上的标
签太多：木工、瓦工、电工、厨师、
裁缝、维修工、辅导老师……数都
数不过来。 反正母亲就是超级有
能耐， 比父亲强百倍。 父亲在世
时 ，下了班就知道躺沙发上看
书 、看电视 ，家里家外都是母亲
一肩挑。父亲去世后，家庭平稳过
渡， 从未因为少了一根顶梁柱而
摇晃过。

侄女妞妞上小学后， 母亲重
新拿起课本， 承包了辅导妞妞作
业的事儿。小学生辅导小学生，不
稀奇，稀奇的还在后面，母亲竟然
自学中学课程，现学现卖，妞妞不
会的数学题还得请教她。

母亲头脑灵光，胆子也大，敢
走夜路， 敢徒手逮蛇。 一次我加
班，晚上11点母亲来接我，娘儿俩
骑单车回家。 路上有一酒鬼拦在
我车前，我吓得腿都软了，母亲大
喝一声“臭流氓，找死”，说着跳下
车从包里拎出一块板砖， 要朝酒
鬼脑袋拍去， 这气势竟然吓退了
酒鬼。

别人都说我和母亲是一个模
子刻出来的，但皮囊相似，瓤不同
呀。 我笨、懒，还怂，为这，母亲瞧
不上我。 我成长过程中挨了母亲

不少白眼，如今30多岁的人了，母
亲仍经常教训我。

后来，这事发生了反转。母亲
第一次丢手机时， 我让母亲用自
己的智能机，母亲说不会用，我手
把手教她，母亲说，头疼，学不会。

我搞不懂，别人家的父母，和
母亲一般大，兜里揣着智能机，会
微信懂网购， 当年上学时是母亲
嘲笑的对象，如今，人家却狠甩母
亲几条街。我言语间透出些不满，
母亲很是生气， 回怼：“我每天忙
得脚打后脑勺， 哪里像他们整天
享清福，就知道抱着手机玩。 ”

母 亲 活 脱 脱 就 是 不 思 进
取 呀！

不知何时， 我发现母亲不再
骂我了，对我越来越客气，而且有
时我给她“上课”，她也只是点头，
不再辩解，甚至有些怕我数落她。
那天，我望着母亲的背影，发现她
瘦了，背也微驼，头发白了一半，
那个“超人”老了：开始健忘，干活
力不从心，变得胆小怕事，开始仰
视并依赖子女， 连脾气都改得绵
软了。

我走上前挽起母亲胳膊，我
知道身边这位老人， 将来不会更
老，只会“更小”，终有一天会像小
孩子一样需要我照顾，但我不怕，
因为那时我会变身超人， 无所不
能，无所惧怕。

湖南会馆：
毛泽东召集驱张大会遗址

新华社北京分社所在的老
墙根东南侧不远就是菜市口，
路口东南侧能看到前些年在一
片历史街巷基础上建起的小区
中信城， 西南侧是一栋电信公
司大楼和一座酒店， 后面仍然
保留了一些胡同和四合院， 也
是北京南城所存不多的胡同区
之一。

一天中午休息时间， 我徒
步来到菜市口西南侧， 实际上
就是 “枫桦豪景” 小区南侧的
胡同里探访。 没有想到， 这里
的胡同大都是南北走向的———
四合院分布在南北走向胡同的
东西两侧。

烂缦胡同原名烂面胡同，
原本北起广安门内大街， 南至
南横西街， 是早在明朝时就已
形成的古老胡同。 距离胡同北
口不到50米远的101号就是湖
南会馆。

建于1887年的湖南会馆最
初是来京应试的湖南籍举人、
京官及候选人员的住处， 民国
时期成为湖南籍革命志士活动
的场所。 这里也曾留下毛泽东
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的身影———
从1918年3月开始担任湖南督
军的张敬尧， 是一个作恶多端
的反动军阀 ， 上台后滥发纸
币、 盗押矿产、 强种鸦片、 纵
兵抢劫、 无恶不作， 引发了湖
南全省人民的愤怒。 当年9月，
毛泽东在学生联合会干部中酝
酿驱逐张敬尧。 学联公开发表
“驱张 ” 宣言 ， 一场浩大的
“驱张” 运动正式开始。 这是
毛泽东独当一面发起的第一次
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 为扩
大影响和取得全国各界支持，
毛泽东率领赴京 “驱张” 代表
团于 1919年 12月 18日到达北
京， 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一直
到1920年4月11日 。 1919年12
月28日， 毛泽东组织在湖南湘
乡会馆召开 “旅京湖南各界驱

张运动大会”， 并且在会上发
表了演讲， 大声疾呼 “张毒不
除， 湖南无望”， 10位国会议
员当场签名， 并推举熊希龄、
范静生、 郭同伯三位议员见呈
总统 、 总理 ， 表达湘民 “驱
张” 的决心。

就是在这期间 ， 和李大
钊、 陈独秀等人的交往， 对新
书籍的阅读， 使青年毛泽东逐
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他在10
多年后对斯诺这样说： “我第
二次到北京期间， 读了许多关
于俄国情况的书。 我热心地搜
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
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 有
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
中， 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

据 《增订宣南鸿雪图志》
记载， 李大钊1917年也曾在湖
南会馆以 “亚细亚学会” 的名
义发表过演说， 陈独秀、 蔡元
培等人出席了会议。

湖南会馆原来是一处幼儿
园 ， 现在已经腾空 ， 据说准
备 作 为 北 京 阳 明 书 院 的 办
公场所。

烂缦胡同位于 “辽南京安
东门旧址” 附近。 虽是冬日，
午后的阳光灿烂而温暖， 古老
的胡同十分静谧， 不时可见高
大沧桑的树木。 如果不是不少
院子门前悬挂的五星红旗提
醒， 真不知今夕是何年， 更难
以想象， 曾经活生生的历史，
就在脚下。

（二十五）

一个城市的灵魂和荣光
北京秘密

李斌 主编

———北京宣南名人故居、 会馆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