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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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祖国

远去的“三转一响”
□□李李阳阳波波

几十年前， 你要讨个老婆，
人家首先要问有没有 “三转一
响”？ 如果没有， 几时会有？ 倘
若连这个都答不上来， 那就对不
起了， “老婆” 就归了别人。 当
年， 为了解决这个 “老婆” 归别
人不归自己的问题， 人们就得钻
天打洞， 千方百计去搞那个 “三
转一响”。

先说第一 “转 ” ———手表 。
故乡旧时有句话， “欠着急， 就
讨小； 欠背时， 去买表”。 意思
很明白 ， 玩手表无异于当败家
子 。 可是 ， 手表又是 “面子工
程”， 它是一个人， 乃至一个家
庭富裕的象征。 因此， 包括我在
内 ， 很多人都不得不 “解放思
想”， 打肿脸充胖子去买表。

当时买表有两大困难。 一是
钱的问题， 二是票的问题。

那时我月薪 36元 ， 上海表
120元一块， 北京表110元。 我三
个月工资加一块， 即使不吃不喝
也买不来一块表 。 父母都是农
民， 不仅帮不了我一文， 还月月
盼我寄钱回去补贴家用。 这就是
说， 要指望自己攒钱去买表， 那

可真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而当时买表还需要凭票。 那

个票， 官称 “购货券”， 购买日
用品很多都要凭它， 所以它就异
常金贵。

为了破解这两大难题， 策略
上先拣主要矛盾动手。 主要矛盾
当然是钱的问题。 也不知谁的发
明创造， 民间有个叫 “来会” 的
办法， 当时师傅们就是用这个办
法帮我把钱凑齐的。 他们几经努
力 ， 好不容易帮我邀了11个同
事， 连我一起12个人， 组成一个
“会”， 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拿出10
元钱来， 交给 “会” 中一人。 得
钱的那个月叫 “得会”， 而 “得
会” 的顺序是由抓阄确定的。 一
年12个月， 月月都有人 “得会”。
这样， “得会” 的那个人当月就
可以买上手表了。 我 “得会” 的
时间是夏天， 刚好休探亲假。 我
就借路过上海的机会， 在百货大
楼买了一块当时不要票的上海牌
手表， 解决了一 “转”。

再说第二 “转 ” ———自行
车 。 记忆中 ， “三转 ” 里这一
“转” 是最难弄的。 当年拥有一

辆崭新的 “永久” “凤凰”， 比
今天坐奔驰开宝马还要风光。 因
此， 当年我所在的 “三线” 工厂
里， 谁要是买到了一辆全链盒的
“凤凰 ”， 那就跟抱得美人归一
样， 围观的、 赞叹的、 评头论足
的、 心底艳慕的、 暗中眼红的，
不一而足。

我因为穷和没有 “路子 ”，
根本就不敢有此奢望。 可工友看
穿了我的心事， 一天他问我到底
想不想买？ 我说， 情况这不都明
摆着吗？ 一辆车子小二百， 不要
说我拿不出这钱来 ， 就是拿得
出， 也没路子呀！ 他没说话， 不
久， 他探亲时从天津打来长途电
话， 说车子已经给我买到了， 是
“飞鸽” 全链盒的。 我不禁大吃
一惊！ 原来他动用了姐姐、 姐夫
的关系 ， 从市外贸局弄到一张
票， 用家里的钱先给我垫上……

第三 “转” 是缝纫机。 在人
们普遍做不起新衣服的穷困时
代， 拆旧翻新、 缝缝补补是常有
的事。 因此， 缝纫机成了家家户
户过穷日子的必备品。 当年最终
帮我解决问题的是我妹夫的姐

夫， 是他从千里之外的 “三线”
纺织厂里 ， 好不容易弄到一台
“大桥” 牌缝纫机， 用火车托运
到北京火车站， 再请汽车拉到延
庆我家里， 真可谓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啊！

而那 “一响 ” 指的是收音
机。 我结婚那年， 几个工友凑份
子， 送了我一台6管2波段的晶体
管收音机。

这一说多少年过去了 ， 如
今， 别说是什么 “三转一响 ”
了 ， 就是当年做梦都不敢想的
小汽车， 也平淡无奇了。 中国制
造业的飞速发展， 寻常百姓家物
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都着实令人
惊叹！

□李小雷 文/图

行哥说

■工友情怀

李斌 主编

北京秘密
从今不薄读书人
———鲁迅的“北京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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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饭店： 民国文化
主题的酒店， 鲁迅曾避难
于此

西城区万明路11号， 是距
天安门、 前门等北京市中心不
远一处相对安静的地方， 这里
坐落着一座貌不惊人的饭店：
北京东方饭店。

虽然貌不惊人， 却极具故
事性———北京东方饭店建于
1918年 ， 民国初期与北京饭
店、 六国饭店齐名， 是京城三
大饭店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
和北伐战争等重大事件， 都在
此留下了回声： 1922年， 罗文
干 、 蔡元培 、 李大钊 、 蒋梦
麟 、 胡适 、 马叙伦等北大教
授， 在东方饭店宴请苏联政府
代表团； 1925年至1926年， 钱
玄同、 赵元任、 刘半农、 黎锦
熙、 林语堂等学者， 每月聚集
在东方饭店研究汉语注音问
题： 1928年6月10日 ， 白崇禧
率部进入北平， 在东方饭店宴
会厅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 宣
布北伐胜利 ； 1935年至 1936
年， 张学良、 张大千等人住在
东方饭店 。 “五四 ” 运动期
间， 陈独秀在对面新世界游乐
场散发传单， 随后在北京东方
饭店门前被捕。 抗战期间， 这
里被日本人占用， 新中国成立
后长期作为高级接待机构……

走进饭店， 人们仿佛走进
百年历史的尘烟之中。 大堂迎
面就是4幅油画， 分别以民国
时期发生在东方饭店的4件历
史大事为内容， 分别是： 少帅
斡旋、 鲁迅避难、 国语注音、
北伐告捷 。 每幅油画的正下
方， 还分别配以一块铜板， 中
文在左、 英文在右， 以双语注
解了画面中的事件。

一层大厅一侧有一个橱
窗， 里面展示了留声机、 老式
电话等东方饭店的早期物品，
让人有种穿越感。 以前我多次
和朋友一起在颇有意境的老房

子 1918咖啡屋喝咖啡 、 聊聊
天， 感觉很有复古的味道， 这
间咖啡屋就在东方饭店的附楼
1楼， 据说民国时期在北京就
非常有名。

回 旋 木 质 楼 梯 、 玫 瑰
窗 、 落 地 大 摆 钟 、 铜 把 手
……如今， 这里依托独有的历
史资源， 正在全力打造 “民国
文化主题酒店”。 欧陆经典风
格的花园、 20世纪初中西合璧
的洋楼， 将北京南城特有的怀
旧韵味和饭店悠久的历史结合
在一起。

有一次， 一位外地来京的
朋友住进了东方饭店老楼， 没
有想到这里都是 “名人居 ”：
“蔡元培” “傅抱石” “陈独
秀 ” “张爱玲 ” “梅兰芳 ”
“张学良” “刘半农” “林语
堂” “老舍” “白崇禧” “巴
金 ” “张大千 ” “李大钊 ”
“邵飘萍” “茅盾” “叶圣陶”
……一扇扇门上写着一个个耳
熟能详的名人名字。

朋友就住在二楼拐角第一
间的206室———鲁迅当年住在
这里———门上一块牌子上写着
“鲁迅” 二字， 右侧牌子上是
鲁迅的介绍。 镂空窗棂、 彩色
玻璃窗……走进房间， 从家具
到装饰、 布置颇具民国特点。
书桌上， 还摆放着一个鲁迅先
生坐着的小雕像……朋友灵机
一动 ， 就以鲁迅小雕像为前
景， 拍起 “合影” 照片……

（四十）

许之行是公交保修分公司四
厂二车间保养组长。 “因为从小
就喜欢汽车， 所以才爱上修车这
个行当。” 自从成为一名保修工
后， 许之行始终对自己高标准、
严要求， 努力提升业务水平。

记得刚进厂那会儿， 每当看
见老班长通过 “望 、 闻 、 问 、
切”， 快速、 精准地排查出车辆
故障， 许之行总是打心底里佩服
得不行。 为了拜师学艺， 他有事
没事就围着老班长 “献殷勤 ”，
只要老班长修车， 许之行就在旁
边递工具、 打下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 许之行的
真诚得到了老班长的认可， 不仅
收他做了 “关门弟子”， 还把自
己总结的 “独门秘籍 ” 传授给
他。 俗话说： 师傅领进门， 修行
在个人。 工作中， 许之行不怕脏
不怕累， 积极肯干。 白天， 他和
工友们边干边琢磨老班长传授的
技术要领。 晚上回家， 啃上两个
馒头的许之行就一头扎进书堆
里， 《汽车故障应急修理120问》
《汽车修理基本技能 》 等书籍 ，
早就让他烂熟于胸。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经过不
断地学习和努力， 一脸稚嫩的许
之行成为车间里最年轻的技术骨
干。 并且， 代表四厂连续参加四
届北京市大客车维修工技能大
赛 ， 取得前十五名的好成绩 。
2013年， 许之行不仅取得了技师
资格证， 还众望所归地接过老班
长的担子， 当上了车间保养组的
组长。

“一个人的技术好不算好，
全班组的技术好才是真的好 ！”
这是许之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 记得当时， 班组共有25名职
工， 30岁以下的年轻职工就占了
一大半。 每当看着年轻职工在工
余时间 ， 除了打扑克就是玩手
机， 许之行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 为了调动年轻职工学习新技
术的积极性， 许之行可是没少动
心思， 他自创的 “分级教学法”，
通过 “提问闯关、 边干边答、 微

信接龙” 等学习方式， 让枯燥乏
味的技术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很
接地气儿， 班组职工学习新技术
的热情也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工
作之余， 许之行就把大家组织起
来， 你问我答， 开始 “许氏” 教
学培训。

在他的带动下 ， 班 组 职 工
的 技 术 水 平 得 到 了 很 大 的 提
升 ， 在历年的八级工考试中 ，
许之行班组的年轻职工， 考出的
成绩在全车间都是名列前茅。 短
短几年时间， 班组多名职工获得
“分公司级先进生产者” “集团
级先进个人” “集团级五四青年
奖章” 等荣誉称号。 许之行的班
组也成为四厂响当当的 “明星”
班组。

迎 “两会”、 战 “夏防”、 保
“冬运”， 每逢承接重点时期和节
假日保障任务， 许之行的班组总
是冲在最前面 。 记得去年 “两
会” 保障期间， 车间负责西山林
语公交场站的保障工作。 由于场
站远离市区， 首班车队员们必须

5:40到岗。 面对困难， 许之行二
话没说， 毅然承接了此项任务。
每天早晨不到5:00， 许之行就从
家里出来赶往保障地点 ， 晚上
23:00才到家， 连续奋战十余天，
许之行带领班组的兄弟们终于圆
满完成了保障任务。

可谁又知道， 此时的许之行
家里， 妻子长期在外地工作， 一
个月才回家一次。 已经70多岁的
父母身体又不好 ， 需要长年服
药。 孩子又在此时得了肺炎， 需
要每天去医院输液。 为了圆满完
成保障任务， 本应由自己扛起的
家庭重担 ， 只能托付给两位老
人。 每当说到这里， 这个已过而
立之年的汉子， 因为对家人无比
愧疚， 眼里总是泛着泪花。

许之行说， “在公交保修工
作12年， 这里已经成为我的第二
个家。 是公交保修培养了我， 我
要好好干 ， 和班组的弟兄们一
起， 为公交车辆安全运营保驾护
航， 为早日实现首都公交的现代
化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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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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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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