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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会使人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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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同龄人

我和我的祖国

【情怀】15副刊２０19年 9月 25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周薇│美术编辑 李媛│校对 张旭│ 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有个女工叫
□□赵赵闻闻迪迪 文文//图图

李国盛师傅， 乍一听到这个
称呼， 大多数人眼前就会浮现出
一位笑容憨厚、 不善言辞、 一身
油污、 成天在车间琢磨机器的中
年男师傅的形象， 其实， 李国盛
可是咱们厂公认的美女呢！

我第一次去卸煤队找李师傅
也差点认错人。 那是一个冬天，
厂工会计划开展 “为福利院孩子
送温暖” 活动， 大家分头到各班
组动员 ， 女工委员派我去卸煤
队 ： “到了那儿你直接找李国
盛， 李师傅为人热心， 肯定积极
参加。”

我走到卸煤队， 院子里静悄
悄的， 一间间值班室都没有人，
只有二楼一间办公室里有位男师
傅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 我走进
去说： “李师傅， 厂工会……”
他抬起头听了一会儿， 说： “你
是找李国盛的吧？ 刚刚来了一火
车煤， 她和同伴们卸煤去了， 我
带你去。”

偌大的卸煤沟旁停着一辆长
长的火车， 一群 “黑人” 正围着
车厢卸煤。 男师傅大声喊： “李
国盛！” 话音未落， 一个手持铁
锹的 “黑人” 跑过来： “啥事？”
男师傅对我说： “我来隆重介绍
一下 ， 这位就是咱们卸煤队的
‘队花’ ———李国盛美女。” 李师
傅笑起来，露出一口皓齿：“贫嘴！
小心我拿‘黑手’抹你脸上煤灰！ ”
得知我的来意后， 她干脆地说：
“好，过几天我去找你。 ”

一个星期后， 我正在电脑上
写一篇宣传稿， 门被敲响了， 一
位皮肤白皙、 身材高挑的美女走
进来， 朴素的工装也掩盖不了她
清秀的风姿。 “不认识了？ 我是
李国盛啊。” 她微笑着， 打开手
中的大包， 掏出崭新的手套、 毛
袜、 帽子， 说： “那天你走后我
就发动卸煤队的姐妹们一起动手
织毛活儿， 紧赶慢赶， 终于完成
任务。” 我抚摸着厚实柔软的毛

袜， 眼前浮现出辛苦工作了一天
的李师傅她们晚上忙完家务、 忍
着困倦、 挑灯夜战的情景， 心头
涌起一阵感动。

接触多了 ， 听卸煤队女工
说， 李师傅有三个 “反差” ———
名字和性别的反差， 年龄和外貌
的反差， 环境和性格的反差， 十
分有趣。

先说名字和性别的反差。 跟
李师傅差不多年龄的女工， 要么
叫 “秀兰”， 要么叫 “玉梅”， 只
有她叫 “国盛”， 听起来像个男
人。 李师傅出生于10月1日， 父
母便给她起了这个名字， 寄予了
普 通 工 人 渴 盼 国 家 强 盛 的 美
好 愿 望 。 李师傅自己很喜欢这
个名字。

再说年龄和外貌的反差。 刚
见到李师傅的人多半都以为她顶
多三十五六岁， 我也是这样。 得
知她家孩子已经工作了， 我惊得
追着她问 ： “你是咋保养的 ？”
要知道卸煤是露天作业， 风吹日
晒， 长年跟煤粉打交道， 劳动强
度大， 作息不规律， 许多人都不
愿意干。 有一年厂里招工， 有两
个女孩听说被分到卸煤队， 连工
作服都没领， 扭头就回家了。 卸
煤的艰苦可想而知。 李师傅在卸
煤岗位上干了十几年， 不但工作
干得好， 精神面貌也保持得这么
好 ， 怎能不令人吃惊 ？ 李师傅

说： “没有刻意保养， 只不过心
态好加上活得用心。”

李师傅心态好是大家公认
的， 遇到急事难事， 不焦虑、 不
抱怨 ， 做一步 、 看一步 ； 被误
解、 排挤， 不生闷气、 不委屈；
受到打击、 挫折， 不消沉、 不悲
观； 欺负过她的人找她帮忙， 她
不记仇， 能帮就帮； 跟她一批分
到卸煤队的女工陆续调到轻松的
岗位上， 她不眼红、 不失落， 踏
踏实实干工作； 有人说她 “傻”，
她哈哈一笑， 不往心里去。

李师傅活得用心也是大家公
认的， 比如， 卸完煤， 别人往值
班室床上一躺， 聊天、 玩手机，
她却有一套 “固定程序” ———刷
牙、洗澡、抹美容霜、护发素和护
手霜，再累也要一丝不苟地完成。

最后说说环境和性格的反
差。 李师傅出生于工厂家属院，
技校毕业， 进厂后就当了卸煤女
工， 这样的成长环境， 她却出落
得举止文雅、 谈吐不俗， 常被人
误认为老师。 经过观察我终于找
到原因， 李师傅爱看书， 工余时
常到阅览室读书看报， 那认真的
样子， 真美！

这就是李国盛， 一个用名字
祝福新中国的普通女工。

“生在新中国， 长在红旗
下”， 1949年来到人世的 “共
和国同龄人”， 他们与一个伟
大的国度共同诞生， 他们的故
事浓缩了70年的历史， 他们见
证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历程。
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步伐， 他
们走过了童年、 青年和中年。
他们的生活中有欢乐也有忧
伤， 有奋斗的艰辛也有胜利的
喜悦， 这一切全与共和国休戚
与共、 生死相依。

与共和国同龄， 无疑是一
种幸运， 更是不可多得的人生
阅历。

我的父亲母亲是普普通通
的农民 ， 也是共和国的同龄
人。 那代人的印象里， 他们的
童年并不总是幸福美好的， 那
时物资还比较匮乏， 一年只有
过年才能吃一顿混合面饺子。
至于出行不管去哪就靠一双
腿， 还不是单单的走， 需要负
重前行。

那时全是补丁衣服， 而且
每户人家里兄弟姐妹也很多，
一件衣服很多人来回穿， 也就
出现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
补补又三年”。甚至结婚，衣服、
鞋子、 帽子都要分不同的人家
去借……

曾经， 票证就是命根子。
买东西要凭粮票 、 肉票 、 油
票、 布票等各种票证， 凭票还
要排队， “票比钱金贵， 你可
以用票换到钱， 但却很难用钱
买到票”。

母亲经常说做梦都不敢想
这个社会可以发展成现在这
样。 真是应了目前的网络新词
“贫穷限制了母亲的想象”。

由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 农民成
了土地真正的主人 ， 干劲十
足， 粮食产量大幅提高， 人们
可以自由养殖农副产品， 生活
有了很大改善。

还有句 “要想富 ， 先修
路”。 村村通公路， 出行方便
了， 交通发达了， 人们逐步富

裕了， 以前是一个家庭仅有一
辆自行车， 现在是一个家庭至
少一辆汽车。

用母亲的话说， 70年的变
化太大 ， 她从孩子变成了祖
母， 从艰苦走向了幸福。 70年
的收获也太多， 享受到了老有
所养、 病有所医， 看到了孩子
们的学有所成、 住有所居。 而
这些都是新中国的繁荣发展带
给我们的幸福。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积极面对新时代的挑
战、 依靠自身的不懈努力书写
了新的篇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所述， “改革开
放之初， 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
的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号召。 从那时以来， 我
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
懈奋斗， 推动我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国防实力、 综合国
力进入世界前列， 推动我国国
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地提升，
党的面貌、 国家的面貌、 人民
的面貌、 军队的面貌、 中华民
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
化， 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
立于世界的东方。”

我作为出生在30年前的幸
运儿， 父亲母亲从小就教育我
要忆苦思甜， 从出生我们就享
受着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 我
们在新时代绚丽而幸福地成
长， 我们坚信， 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上， 经过我们这
一代承上启下的不懈努力奋
斗， 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翻天
覆地的70年。

当年 ， 在阅读 《平凡的世
界》 时， 主人公孙少平 “扼住命
运的咽喉” 的不屈奋斗深深感染
我， 让同样身陷贫穷境地的我坚
定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
读林清玄的散文， 其睿智开阔的
意境让人心中荡漾柔美的涟漪
…… 好的文学作品 ， 总能让读
者精神世界受到高尚的荡涤与美
感的熏陶 ， 牵引人的思想 、 意
志、 审美等诸般品质向着更高的
境界迈进。

古往今来， 人们容易被一部
小说、 一首诗歌、 一出戏剧打动
心灵。 这种体验不仅是一瞬间 ，
更是永恒； 不只是个人感受， 更
是万人共鸣。 这正是文艺存在极
其重要的原因。 而这一切是如何
发生的？ 《文学之用》 正是探讨
这一问题的理论书， 本书是 《新
文学史》 主编芮塔·菲尔斯基的
重要代表作之一。 作者用文字直
击 “文学、 艺术这一神秘的虚构
行为” 与读者、 现实世界产生的
关联， 探究 “文学、 艺术如何使
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发生改变 ”。
优秀文学是超越民族与国界的，
各国之间对于文学的探讨与认识
完全可以相融互通。 芮塔·菲尔
斯基的研究， 让我自然想到巴金
的话———“文学的目的是使人变
得更好”。

在急功近利或说世俗者眼
里， 文学好像真的用处不大———
它既不能吃不能喝， 也不能减轻
劳动负担， 更不能带来什么经济

收益。 不要说普通的文学爱好者
不能靠它发家致富， 就是许多知
名作家都难以靠写作轻松在大城
市购买房产， 过上丰衣足食的生
活， 多少文学寻梦者孤灯清影陪
伴终生。

但是， 文学终归对社会是有
用的 ， 对人生是有意义的 ， 不
然， 你就无法解释为何古今中外
会有不朽的文学名著世代流传。
文学的功用主要体现和直接作用
于精神层面。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
是能给人心灵带来鞭策、 唤醒、
激励和温暖， 让在尘世中迷失慌
乱的我们回归平静、 找寻自我，
把握人生的方向。 尤其是在经济
飞速发展的当下， 文学的这一功
用将会放大和凸显 。 准确 、 简
洁、 生动而又富有温度的文字，
让阅读者强烈感受到音韵的美、
语言的美、 修辞的美。 审视文学
的内容 ， 它总能弘扬真善美力
量， 传达崇高、 积极、 温暖的价
值观。 无论形式还是内容， 文学
永远蕴含大爱与大美， 能够跨越
时空、 民族与国界， 让世界上相
隔千山万水、 身处不同国家的人
们心手相牵。 更该看到的是， 文
学传达的思想与情感， 迥然不同

于生硬的宣传说教， 它是通过作
家讲故事， 以引人入胜而又契合
常识逻辑的情节演绎 ， 润物无
声， 从而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震
撼与觉醒。

文学是一个民族 、 一 个 国
家 传 统 文 化 以 及 国 学 经 典 中
的重要构成。 千百年后， 多少古
城墙都将会逐渐风化， 无数物质
的、 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都将
化为云烟， 而优秀的文学作品，
必将沉淀为民族精神乃至国际精
神， 成为世界各民族人民共同的
精神财富。

文学的用处其实体现为 “大
象无形” “大音稀声”， 它是心
灵山谷的泉水淙淙、 思想原野的
芳草萋萋、 精神世界的春和景明
……它一方面塑造人们积极、 健
康、 向上的良好心态， 另一方面
为人们创造物质财富与改造客观
世界提供方向指引与精神动力。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薪火相
传， 从古到今， 我们也为世界文
化宝库贡献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
文学佳作乃至史诗性辉煌巨著。
我由衷地希望更多人能够对文学
产生兴趣， 因为， 文学会让人终
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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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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