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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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培胜

幸福如此简单
———读李娟的《我的阿勒泰》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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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报到第一天
□李仲 文/图

■■青青春春岁岁月月

那是1982年， 我参加高考成
为了军校大学生。 因为军校驻地
就在我家所在的城市， 按照录取
通知书上规定的日期， 我第一天
就兴冲冲地前去报到。

离军营的大门越来越近， 能
够看到哨兵枪刺上闪闪的寒光，
心中一阵激动，“军校，我来了！ ”
脚下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在门岗
值班室，呈上录取通知书，值班员
要通了电话，七队吗？有新学员报
到，请来领人。不长时间， 就看见
两位军人骑车赶来， 确认我的身
份后， 带着我走入了军营。

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 一门
之隔、 一步之遥， 我已不是过去
的我了 ， 心中突然有了点小惆
怅， 昨夜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明天还是我去送你吧。” 晚饭后
父亲对我说 。 “不用 ， 行李不
多， 我自己坐车过去就行了， 放
心吧。” 我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回
答。 “部队管理严格， 要遵守纪
律， 听领导的话， 注意身体， 遇
事别逞能”， 我妈紧跟着又开始
了 “老三篇”。 “我都知道了”，
刚想接着说 “你就别唠叨了 ”，
一转头看见妈妈眼里有了泪光，
我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我这

是去上大学， 而且打小我就喜欢
当兵，一定能适应”，我宽慰着妈
妈。顿了顿，我又笑着说： “我就
是准备在军营里锻炼锻炼。”

“你怎么就带这么点行李？”
那位士兵好奇地询问打断了我的
思绪。 “我就是本地人， 回家方
便， 不用带太多”。 那士兵没再
多言， 只是笑了一下， 后来我才
知道， 他那一笑意味深长， 想回
家 ？ 没那么容易了 。 而那位军
官， 是我的区队长， 我那大学生
的春风得意， 就是被他随后击得
粉碎。

到宿舍放下行李， 认识了几
个外地提前报到的同学。 随后，
文书带我们去军需仓库领取了被
褥、 蚊帐， 还有配发的衣物。 宿
舍里 ， 我们忙着支蚊帐 ， 铺床
垫，突然一声哨响，接着就听到区
队长大喊 ：“全体人员俱乐部集
合。集合动作快点，别跟散兵游勇
似的。” 区队长严厉的声音响起，
向我们宣布了几条纪律， 不准离
开营区外出， 行走要三人成行两
人成伍，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散会后， 我和一位同学向区
队长请假， 去军人服务社买牙膏
和肥皂， 走着走着我们就溜到了

大门口。 “小新兵， 没戴上领章
帽徽就想外出？ 赶紧回去， 不然
通知你们学员队。” 哨兵的几句
话， 把我们生生地堵了回来。

回到宿舍， 屁股刚挨床边坐
下， 就被区队长吼了起来， 非午
休和晚上就寝时间， 绝不允许坐
床铺。 还有， 中午吃饭要集体排
队前往不说， 区队长喊坐下， 我
们才能坐下吃饭。 这小半天的时
间， 就让自由散漫惯了的我极不
适应。

下午我被安排去挑开水， 保
证近40人的日常饮用， 这可是我
长这么大从没干过的活。 一条扁
担两桶水， 压在我这一百来斤的
小身板上 ， 颤颤悠悠地上下楼
梯， 真是步步惊心、 如履薄冰。
这哪里是上大学， 除了发的军装
宽松， 其他样样让人紧张无比。

晚上， 随着一声就寝哨响，
我爬上了床铺， 却怎么也无法入
睡， 回想着白天的一幕一幕， 说
实话真有点后悔上军校。 不过，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 得咬牙坚
持， 不能让我的豪言壮语成为空
谈。 我平缓了心情， 酣然入睡。

梦想， 就是从这一天拉开了
序幕……

我是生长在农村的70后， 记
得父亲送我上小学时， 看到学校
瓦松摇曳 、 泥路土墙 、 教室昏
暗。 “这校园怎么还是我上学时
的老样子！” 父亲重重叹了一口
气说， “最早村里没学校， 孩子
上学都要走七八里路到外村上。
新中国成立后， 村里盖了一所学
校， 我正好到了上学的年龄。 没
想到过了几十年学校也没啥变
化。” 父亲把我送进教室， 我虽
然也不喜欢这破房子 ， 但没办
法， 只好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教
室里完成了小学学业。

上世纪90年代初， 我师范毕
业回到了母校执教。 走进校园，
土路铺了砖， 门窗油漆一新， 操
场上有了活动器材， 除此之外，
学校还是老样子。 我的宿舍兼办
公室是在教室后边用砖隔开的一
间小屋， 高粱杆儿的棚顶， 成了
老鼠的 “运动场 ”。 早晨起床 ，
被上一层土， 脸上一脸灰。 校长
给我找来一些旧报纸， 再加上几
个老师帮忙， 用了一下午， 用纸
把宿舍糊得满满的。 老师们开玩
笑说， 我住进了中国的 “白宫”。

“百校工程”， 我们学校成
了首批帮扶对象。 短短9个月时
间， 一幢三层高， 15间教室的大
楼拔地而起， 白色瓷砖的墙体在
阳光下闪着银光， 铝合金窗户宽
敞明亮。 村里又投资对学校进行
了硬化、 美化， 使校园地面平坦
洁净， 花坛里三季有花， 四季常
绿。 后来， 驻村工作队来了， 多
方筹集资金更换了学校的桌椅。
这么快的变化， 是我以前连想也
不敢想的。

没过几年， 政府实施 “一费
制 ” ， 有困难的家庭 “两免一
补 ”， 后来所有学生的学杂费 、
书作费等一切全免， 学生只需背
上书包高高兴兴地到校学习就行
了。 对于困难家庭， 村里还有最
低生活补助。

进入新世纪， 学校不但图书
室、 仪器室、 实验室等常规设施
逐渐添置， 而且微机室、 多媒体
教室等高科技教学设备也一应俱
全， 学生的上课兴趣得到了极大
地提高 。 老师备课可上网查资
料 ， 下载教案 、 课件 ， 取长补
短， 上课用多媒体， 生动有趣。
学生坐的是刚刚更新过的桌椅，
还能看上远程教育， 听北京、 上
海等地优质校的专家讲课。

现在国家大力提倡教育资源
均衡发展， 我们的村小学教室也
用上了电子大屏， 操场铺上了塑
胶跑道， 到处花团锦簇， 绿草如
茵，和城里的小学一样清新亮丽。

回顾村小学的历史， 它从无
到有， 从旧到新， 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 设施配置日新月异， 惠
农政策不断出台， 可以肯定， 随
着祖国对教育事业的重视， 我们
学校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读李娟的 《我的阿勒泰 》 ，
不知不觉， 我离开城市的钢筋水
泥， 走进茫茫的草原 ， 地平线
就 是 天 与地的交汇点 。 宽阔充
满诗意的天空 ， 映衬着绿草青
青、 河河潺潺， 世间就是充盈着
爱的天堂。

作者以 “我” 的亲身感受，
讲述我在阿勒泰的生活点滴， 没
有华丽的语言 ， 没有喧闹的场
景， 惟有真实的情感流露， 和谐
自然地展现简单的生活， 少了繁
复、 多了简朴， 少了喧闹、 多了
宁静……种种情感交织， 展示着
人与人真实的想法， 爽朗中把人
们的心境照亮。

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我们没
在意， 然而李娟却在意了， 并且
写得非常真切 ， 给人温暖 。 比
如， 《“小鸟” 牌香烟》 讲的是

“我” 妈用她特有的方式卖百货，
看似简单的生活场景， 但在李娟
笔下， 小事情中的幽默风趣， 人
与人之间的真情表露无遗。 小孩
子天性是顽皮， 《阿玛克家的小
儿子 》 中 ， 阿玛克家的 “坏小
孩” 在 “我” 做生意的时候一遍
一遍地学舌， 影响了我的生意，
但我去交房租时， 他却热情招待
我， 那个超出孩子般的真诚， 让
人心生疼爱， 一改以往的 “坏孩
子” 形象。

书中的许许多多小事， 连在
一起， 便组成快乐的生活， 汇成
幸福的海洋。 我原来以为金钱可
以带来幸福 ， 可是这里条件艰
苦， 穷乡僻壤，显然金钱并不多，
但淳朴善良却是这里的本性，替
“我” 守店， 为 “我” 倒油， 件
件小事， 次次感动着心灵。

李娟的文字是简单的 、 朴
实的 ， 很有画面感 。 比如描写
草原上空的月亮 “静静地浮在天
空的另一边 ， 边缘薄而锋利 ”。
幽默是生活的快乐剂， 在李娟笔
下， 幽默是常态， 比如， “她裤
子的一条裤腿， 就够我宽宽松松

地改一条连衣裙穿了。” 这些语
句， 需要有生活体验， 并在特定
环境下， 说出来才接地气， 才有
真意。

谁说诗意是诗人的专利， 李
娟的文字也有诗意， 新疆 “泥土
还不熟悉粮食， 道路还不熟悉脚
印， 水不熟悉井， 火不熟悉煤”，
精短的文字， 绝妙比拟， 把诗意
的现实生活状态描写得淋漓尽
致。 从李娟的文字中， 感觉幸福
就在身边， 只是我们没有细细体
味， 好好发现而已。

现实总是困难与机遇相伴，
鲜花与荒草相随。 现实的残酷、
岁月的责难固然折磨人， 但希望
总是有的， 调整心态， 拥有孩子
般纯洁的心灵， 积极走出忧伤的
心境， 就会抓住幸福的尾巴。 于
是， 我们在书中看到， 寂寞了，
“我们” 就带上猫和狗到荒野中
去散步， 过年了， 就买来鞭炮，
在 “深深的深深的一处角落里”
欣赏着烟花的 “虚渺美好”。 我
们的心变得满足 ， 变得宽绰起
来。 没了房顶， 还有温暖牢固的
被窝啊， 没有洗衣机， 还有清澈
美妙的河流啊 ， 生活多一分想
象， 快乐就增一分色彩， 日子就
多一分幸福。

读完此书， 我便明白， 幸福
如此简单， 只需一颗纯洁的心，
一个干净的灵魂， 无关金钱， 无
关年月。

□赵利勤

村级小学
变奏曲

■征稿启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 在这70年中， 也许
您或您的先辈上过战场 ， 迎
来了新中 国诞生的黎明 ； 也
许您或您的先辈为新中国建设
奉献过青春和忠诚 ； 也许您
家里有一张照片， 见证了70
年历史的某一个瞬间； 也许您
的名字就叫 “国庆” ……

即日起， 本版开展 “我和
我的祖国” 征文活动， 征文围
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线， 以

“个人” 与 “国家” 的关系为
视角， 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
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家国
情怀、 追求幸福生活努力奋斗
的精神风貌、 各行各业的发展
成就。

稿 件 要 求 ： 800 ~1200
字 。 来稿请注明 “我和我的
祖国” 征文活动， 并附上作者
的详细个人信息。

来 稿 请 发 至 ： ldw鄄
bgh@126.com。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期待您的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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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