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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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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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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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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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里唱歌的鱼
这次他原本没打算回老家 ，

只是出差归来路过离老家不远的
一个城市时， 突然想起自己已大
半年没回乡下了， 便临时决定回
去看看。

推开熟悉的院门， 迎接他的
是大狗 “阿黄”， 它已经不认得
他了， 很凶地朝他叫。 他喊了声
“娘”， 没听到回应。 推开房门，
屋里光线很暗， 电视机开着， 声
音很大 ， 爹坐在沙发上 ， 垂着
头 ， 正在打瞌睡 。 娘坐在火炉
旁， 就着窗户里投进来的光， 在
做针线活， 看到他进来， 娘怔了
怔， 然后马上眉开眼笑起来。

那时已快正午， 娘忙着要包
饺子。 娘知道他爱吃自己包的萝
卜粉条饺子。 他坐在娘身边， 和
娘一起包。 爹在炉边， 将炉火生
得旺旺的 。 听到娘儿俩的说笑
声， 时不时扭头看一眼， 脸上满
是笑意。

吃水饺时， 他连说好吃， 还

说自己小时在饭桌上最盼望的，
就是娘做的水饺、 爹做的鱼。 娘
听了很高兴， 端起酒杯正要喝酒
的爹听了， 也很高兴。

吃过饭后， 很长时间不见爹
的身影。 娘说， 你爹去捞鱼了，
吃饭时听你说爱吃他做的鱼， 乐
坏了 ， 饭后拿着渔网就去南河

了， 说是晚上给你炖鱼吃。
爹咋就去捞鱼了呢， 自己就

是顺口一说而已。 爹有老寒腿的
毛病， 腿受了凉就会疼， 现在河
水很冷， 爹怎么受得了呢。 他向
娘埋怨着爹， 然后赶紧向村南的
那条河跑去。

他小的时候， 在冬天， 经常
跟着爹去南河捞鱼。 爹说冬天的
鱼最好吃。 爹揣一瓶酒在身上 ，
喝上几口， 趁着酒热， 赤腿站在
冰冷的河水里， 洒下诱饵， 然后
一网撒下去 ， 准能捕到鱼 。 晚
上 ， 他就能吃到爹给他炖的鱼
了。 爹炖鱼时， 他和家里的那只
小花猫一起， 守在炉边， 眼巴巴
地望着咕嘟咕嘟炖着的锅———那
是冬夜里最幸福的时刻。

赶到河边时， 远远地就看到
了爹， 佝偻着身子正在撒网。 到
了 跟 前 后 ， 才 看 到 爹 穿 着 长
筒 的 雨靴 ， 正站在浅水里 。 岸
上的水桶里有三条巴掌大的鱼。

水桶边， 是一瓶酒。 他责备爹不
顾惜自己的身体， 爹不理他的埋
怨， 只是一个劲地自个儿念叨：
老了， 老了， 连大点的鱼都捞不
到了。

他让爹上了岸， 爷儿俩肩并
肩， 提着鱼回家去。

晚上 ， 爹把三条鱼拾掇好
了， 炖上。 他像小时候那样， 坐
在炉边看。 不一会儿锅里就溢出
了香气。 他贪婪地吸一口， 说，
真香 。 爹在旁边 ， 有些遗憾地
说， 香是香， 就是鱼太小了点。
他说， 不小， 这样吃正好。

鱼在锅里翻滚着。 蓦然想起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 他也是
这样坐在炉边，看到鱼锅在沸腾，
就仰起小脸，稚声稚气地对爹说，
咕嘟咕嘟， 很响呢。 爹抚着他的
头，说，那是鱼在唱歌呢。

是的， 鱼在唱歌呢， 时隔这
么多年， 在故乡的寒夜里， 他再
一次听到了鱼的歌唱。

□曹春雷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在书店闲逛， 觑得 《晚窗
偷得读书灯》 一书， 我不由想
起了宋人的一个绝句———“无
花无酒过清明， 兴味萧然似野
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 晓窗分
与读书灯 ” ———心中甚是欢
喜， 便从书架上取了来看， 读
得几篇， 但觉妙趣横生， 回看
封页， 发现此书的作者竟是流
沙河。

印象中的流沙河一直是一
个诗人形象， 他写的 《理想》、
他写的 《中秋》、 他写的 《就
是那只蟋蟀》 以及许许多多其
它的诗歌曾是我们这代人课余
的必读之物。 想不到他竟也弃
诗写文， 从诗海里 “叛逃” 了
出来。

从体裁上来说，《晚窗偷得
读书灯》算是一个随笔集，收录
的多为流沙河老先生为他人所
作的序跋和记忆里的一些书人
往事。从地域上来看，绝大多数
文章是作者立足川中写下的闲
散之笔，谈蜀人旧事、蜀地山水
以及蜀中文朋诗友所著的诗和
文，当然也兼谈其他。

《晚窗偷得读书灯 》 的书
名则取自集子里的一篇文章，
内容大抵是写沙老的一些读书
经历。 晚窗偷读， 可见作者对
于书的痴迷程度。 当时， 在时
代大背景和经济交通的局限
下， 专心读书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乡间夜
静， 灯下攻读， 四野空寂， 夜
来使用 ， 非常活跃 ， 十分敏
悟。” 从作者的叙述中， 我们

能感觉到他的满足， 也许对他
来说这也可算是某种意义上的
因祸得福吧。 尽管每日里所见
有限， 但书如望远镜， 让他看
到了诗和远方。

看沙老写的文章， 如同听
一个说书先生讲一段演义故
事， 时而娓娓， 时而滔滔， 给
人的印象不严肃、 不呆板， 读
之如遇春风———有些地方， 甚
至像极了一个老油条的插科打
诨， 与你聊些东家长西家短的
“贾雨村言”， 然而回过头来细
细咀嚼， 你会发现貌似愚钝的
人原来是个拥有大智慧的智
者。 而对于吃货来说， 此书仿
佛一道佳肴， 字里行间， 谷米
沉香， 耐人寻味。

关于读书， 作者在 《一大
乐事在书室》 一文中写有如许
文字： “书无人读， 这是今日
繁华场中的一大寂寞。” 他更
做一比喻， 称 《阿房宫赋》 说
秦宫女 “有不得见者， 三十六
年”， 现代人将书买来之后便
束之高阁， 再见面何止三十六
年？ 也是， 以前， 有书读是一
件很奢侈的事情， 现在， 去读
书倒成了一件稀罕事情。

在热闹喧嚣的都市里找一
个静处 ， 煮一壶茶 ， 焚一炷
香， 将南山北山的虫鸣、 前门
后门的蛙声都拒之门外， 闲翻
书卷， 可得八分惬意。 妻子如
是同好， 不妨同室而坐， 一人
读书， 一人写文， 惬意再添二
分， 琴瑟和鸣间， 其美好更胜
举案齐眉。

□潘玉毅

书中自有诗和远方
———读流沙河 《晚窗偷得读书灯》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火锅涮冬 □张宏宇
天气越来越冷了， 火锅也热

了起来， 火锅无疑是冬季里最温
暖的表情 ， 涮火锅不仅味道鲜
美， 而且有暖身功效， 成了很多
人冬天里的最爱。

据说最早的火锅起源于大约
一万年前， 那时古人用来煮火锅
的器皿是陶制的鼎， 把所有的食
材通通扔到鼎里， 就做出了一大
锅美味的“羹”。 《魏书》记载，三国
时代，曹丕代汉称帝时期，已有用
铜所制的火锅出现， 但当时并不
流行。 而到了南北朝， 铜鼎的出
现，成为了今天看到的火锅雏形。
唐朝的时候火锅就已经很盛行，
当时火锅又被称为“暖锅”。

如今， 火锅的发展可谓日新
月异， 从形形色色的锅， 到无所
不能的涮品， 火锅种类也变得格
外丰富， 有荤有素， 有海鲜， 还
有丰富的各种调料， 几乎是没有
什么不能拿来涮着吃的， 有句话
叫：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吃
不到的。” 再配上风味独特的味
碟， 火锅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
欲罢不能。

每年冬天， 当凛冽的寒风吹
过，漫天的雪花飘落时，父亲开始
忙前忙后地把火锅摆在桌子的中
央，火锅是黄铜的，有一毫米厚，
黄灿灿的，下边用的是木炭，火锅
里添的是羊肉汤， 锅下跳跃着火
苗，等火锅里咕嘟嘟翻滚着汤花，
浓郁的香气和腾腾的热浪就在屋
中弥散开来，让人热血沸腾。

围绕着汤锅的是一盘盘洗净
的涮菜， 母亲早备好了配上芝麻
香油小料， 说起菜的花样， 那可
是荤素搭配、 水陆杂陈、 五颜六
色。 除了各种肉类， 还有家里常
用的菜蔬。 我还特别喜欢把香菜
切成段， 在火锅中涮吃， 别有一
番新鲜滋味。

下菜也是有讲究的， 生熟有
序， 先涮蔬菜， 再食肉类， 母亲
总是提醒我们， 肉食一定要涮熟
后再吃。 暖暖的屋子， 一家人聚
在一起， 涮着火锅， 其乐融融。

火锅在冬日是一种天伦享
乐， 极尽热闹的食品。 又是一年
冬天， 每次周末回家， 便少不了

火锅， 买菜买肉买海鲜， 收拾洗
涮一盘盘上桌， 不一会儿， 大大
的圆桌便堆满了各种新鲜的蔬菜
肉蛋， 等火锅沸腾了， 一家人便
一起围着火锅开吃， 欢声笑语热
气腾腾。 父母总说： 外面的东西
再好吃， 也不如全家人围坐在一
起， 在自己家里涮火锅， 吃得开
心又暖心， “你看， 火锅都是圆
的， 还有团圆之意呢。”

火锅一端， 整个寒冬就会沸
腾起来。 “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
火炉 ， 晚来天欲雪 ， 能饮一杯
无？” 能和家人聚在一起， 涮着
火锅， 喝上两口小酒， 便是人间
的一种极致享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