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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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的手
□□林林振振宇宇 文文//图图

■家庭相册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读叶永烈等
《12堂文学阅读课》

打开文学经典的
“钥匙”

□张光茫

漫长的经典阅读史告诉我
们： 对于经典， 人们永远也不
可能把它一次性彻底读懂。 相
反， 每一次重读时， 都会有新
的理解 、 新的认识 、 新的收
获。 《12堂文学阅读课》 一书
中 ， 叶永烈 、 钱理群 、 王安
忆、 黄源深等十余位当代名家
带领读者一起重读 《傅雷家
书 》 《故事新编 》 《简·爱 》
等经典名著， 构成了打开文学
经典的 “钥匙”。

一本残缺的 《傅雷家书》，
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傅雷一家的
范围。 在作家叶永烈看来， 哲
学家可以从中研究傅雷的思
想、 哲理； 教育家可以从中研
究教育子女的方式、 方法； 文
学家可以从中研究散文笔法；
艺术家可以从中汲取音乐、 美
术的营养。 傅雷在写这些家书
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发表， 完全
是真情流露 ， 可以说是他的
“生命之书”， 它就像是一面镜
子， 折射了当时中国两代知识
分子的心声。 傅聪在家书中这
样描述父子之间爱的默契 ：
“我觉得无所谓听不听话的问
题 ， 我们是在同一条路上走
的， 就像爸爸信里说的那样，
‘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
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 ’”
这样的父子情深， 需要我们在
琐碎的生活中用心体会。

中国现当代小说想象力为
什么不足呢？ 著名学者钱理群
从鲁迅 《故事新编》 中非凡的
想象力得到启示： 一方面是鲁
迅个人的才能， 另一方面是鲁
迅继承了传统神话、 子书里的
想象力。 从更根本的角度说，
我们的中华民族有一个很大的
弱点， 就是整个民族的想象力
是不够的。 中国想象力不足很
可能存在于民族的思维当中，
这就形成中国现当代小说想象
力不足的一个缺陷。

读鲁迅的 《故事新编 》，
可以开拓我们的写作视野。 我
们可以像鲁迅一样， 在准确把
握话题题意的基础上， 进行大
胆的想象和联想， 将思维的触
角延伸到名著、历史、传说中，
以一个全新的视角， 对其中的
故事、 人物予以加工、 演绎和
包装， 即进行再创作， 从而对
话题的内涵作出独特而传神的
诠释， 反映社会现实生活。

翻译家黄源深讲他翻译的
《简·爱》， 认为女主人公其貌
不扬、 长相平庸， 简直就一反
常规。 但 《简·爱》 是1847年
发表的， 至今已有173年的历
史 ， 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 ，
《简·爱》 的魅力始终不减。 从
《简·爱》 中， 我们学到了一个
小人物依靠自己的正直品质和
聪明才智， 勇往直前的精神，
最终冲破重重险阻， 达到了自
己的人生目标。 这展现给我们
的正是一种化繁为简和返璞归
真。 简·爱的信念和行动展现
出来的精神力量， 深深打动了
我们每个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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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雷 文/图

于国文是保修分公司四厂维
修中心一名普通的管理人员。 他
的老家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
紧邻闻名全国的塞罕坝林场， 算
得上半个塞罕坝人。

2008年， 作为外埠职工的于
国文通过劳务输出的方式从老家
来到北京， 分配到祥龙公司维修
中心成为一名汽车电工 。 俗话
说： 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为了让自己这个门外汉尽快进入
角色， 于国文可没少下功夫。 每
天除了完成师傅交给的任务外，
只要一有时间， 他就跟着师傅一
头钻进保养车里现场教学， 对照
着电气设备线路图， 从车辆仪表
的用途、 各类控制开关的功能、
保养检修的重点， 以及经常会遇
到的故障， 于国文总是一边听一
边记录下来， 生怕落下一个字。
短短几个月， 他已经能够独立完
成一、 二级车辆的保养工作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 由于技术过
硬， 于国文成为车间名副其实的
技术骨干。

2013年， 刚满25岁的于国文
被调到魏明杰工作室， 开始主抓
技术攻关工作。 于国文在对新的
喷油器和外修的喷油器数据检测
中发现， 他们所调的喷油器每个
工况数值都比较高， 调修的数值
只适合社会车辆， 并不适合公交
车的使用。

于国文提议， 根据公交车怠
速时间长、 低速行驶、 起步频繁
等运营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再把调整后的喷油器反复在车上
进行试验， 利用电脑检测软件对
检测数据反复进行对比， 同时，
对车辆运营的燃油情况， 发动机
的排放烟度等进行多次跟踪， 并
做好数据采集记录。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2个
多月的努力， 于国文和他的团队
终于掌握了公交车辆喷油器合理
的工况参数， 并按照自己的数据
标准进行调校， 不仅提高了喷油
器的维修质量， 还使车辆减少尾
气排放， 达到了节油的目的。

“那段日子， 早出晚归， 加
班加点是家常便饭。 细算下来 ，
自己经手调校维修的喷油器至
少也有3000多个，一年下来，为维
修中心节约了上万元的维修费
用。 ”说到这里，于国文露出自豪
的笑容。

春节前夕， 准备回家过年的
于国文突然接到疫情防控坚守岗
位的通知， 他二话不说， 放下行
囊 ， 立即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 制定维修中心疫情防范工作
预案、 对维修中心专业消毒队伍
进行培训、 张贴防疫温馨提示、
向职工宣讲四方责任等等， 于国
文都不敢有丝毫马虎。 由于维修
中心的外埠职工较多， 为做好人
员防控的摸底工作， 于国文每天
与班组长电话联系， 了解返京职
工的身体状况， 将汇报的情况做
好详细的记录， 并将厂里关于疫
情防范相关工作的精神传达给每
一职工……

于国文说， 作为一名外埠职
工， 孤身一人来到北京， 除了努
力工作， 最想念的就是家人。 记
得当年离家时， 老父亲拉着于国
文的手说： “出门在外， 别丢了
咱塞罕坝人的精神。 临别再送你
六字箴言———责 任 心 、 认 真 、
爱。” 父亲说， 不论在什么岗位，
都要认真、 要用心去做、 更要懂
得感恩、 爱身边的人。

这六字箴言始终陪伴着于国
文无怨无悔， 一直走下去。

我见过许多人的手， 男人的
手、 女人的手、 老人的手、 孩子
的手 ， 要说印象最深的 、 最美
的， 还是我母亲的那双手。

虽然 ， 和其他女人的手相
比， 母亲的手算不上美丽， 在很
多人看来， 甚至还很丑。 大凡女
人 ， 尤其是美女的手 ， 古人用
“柔荑” 一词来形容， 意思是说
这手像新长出的草一样的柔嫩。
而母亲的那双手不仅谈不上 “柔
荑”， 更与 “纤纤素手” “肤若
凝脂” “指若莲花” 无缘。

那么， 母亲的手究竟长什
么样呢 ？

其实， 我以前也未曾细心
地留意过母亲的手。 只因有一
次 ， 母亲干完活回家 ， 嚷着手
疼， 让我找药布帮她包扎一下，
我这才注意到母亲的手。 那是怎
样的一双手啊 ！ 古铜一般的颜
色， 手指生硬、 骨节突出， 而且
手掌还布满一层厚实的老茧， 像
老树皮似地粗糙。 这哪儿是一双
女人的手啊？ 简直与长年从事体
力劳动的男人的手一般模样！

就在我还没来得及端祥和思
索的瞬间， 我突然看见， 在母亲
左手拇指的关节处， 干裂着一个
发炎红肿的口子， 深深地刺痛了
我的眼睛。 就在这一刹那， 我的
心好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
下， 鼻子也酸酸的， 眼里似乎有
什么东西要流出来， 又被我强忍
了回去， 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真不是滋味， 往日的一幕幕， 一
股脑地涌上心头， 让我的心久久
不能平静。

那是癸未年农历二月二十
一， 我的父亲不幸病逝了， 本不
富裕的家庭像折了顶梁柱， 日子
更加得难过了 。 父亲的突然离
去， 哥哥也早已成家， 只剩下我
和母亲一起过活， 而母亲又没有
工作 ， 父亲的抚恤金每月只有
190元， 这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
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我那时也
是快奔三的人了， 还没有成家，
虽有工作 ， 但每月工资不足千
元， 如果日后结婚， 那得需要一
大笔钱， 而这些都装在了母亲的
心里， 她虽然已近花甲之年， 但
并不糊涂。

母亲听说卫生队需要用人 ，
就和我商量说想去， 但我起初没
同意， 因为清卫生这活儿又脏又
累， 工资还不到二百块钱。 可母
亲说 ， 现在年岁大了 ， 不比从
前， 别的活儿干不动， 但清卫生
这活儿能干。 我了解母亲， 她虽
然没文化， 但是一个非常要强的
人。 年轻时她扛过水泥、 搬过红
砖、 抬过钢材、 卸过车皮， 还曾
和退休后的父亲一起打过工， 苦

没少吃， 罪没少遭。 这次母亲执
意要去卫生队， 我是拗不过的，
因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母亲是
不想拖累子女， 总想给我们多少
减轻点儿负担！

记得母亲上班回来的第一
天， 她对我说： “这活儿倒是能
干 ， 就是我这闻不了垃圾那味
儿。” 母亲说的是实情， 我曾有
过亲身的体验。 那是一个炎热的
夏天， 母亲有事儿却不想请假误
工， 就和我商量， 让我替她干两
天。 就这样， 我来到了母亲干活
儿的那条巷道。 映入眼帘的是怎
样的一幕啊！ 道旁的垃圾箱里塞
满了污秽， 尤其是饭店倒掉的剩
菜， 那上面落满了一群乱哄哄的
苍蝇， 这些垃圾散发出来的气味
因天热而愈发地剌鼻难闻了， 熏
得人直呕。

无法想象我当时是怎样硬着
头皮， 一锹锹地把垃圾装上车推
走的。 可回头一想， 我母亲每天
都在和垃圾打交道， 她又何尝叫
过苦呢？

对母亲而言， 她干的这份工
作 ， 夏天脏 、 冬天累 。 每到冬
天， 天寒地冻， 滴水成冰。 母亲
干活的那条巷口， 附近的居民都
往那儿倒脏水， 几天就冻起一个
很大的冰包。 母亲就和其他两位
同事， 冒着凛冽寒风刨冰包。 母
亲用她那双有力的大手， 抡起镐
刨得冰包 “咣咣” 响， 震得她手
生疼， 她却强忍着疼痛， 坚持完
成每天的工作任务。

我见过形形色色的手， 有柔
软的手、 刚硬的手、 滑润的手、
粗糙的手 、 白净的手 、 黝黑的
手、 尖细的手、 宽厚的手、 灵巧
的手 、 笨拙的手 。 但在我的眼
中， 最美的还是母亲的手。 在我
儿时朦胧的记忆里， 是母亲的手
常常轻轻地拍着我进入甜甜的梦
乡； 长大后， 母亲的手又让我明
白了做人的朴素道理。 透过这双
饱经岁月风霜的手， 我看见了一
位平凡母亲的伟大！

■工友情怀

从塞罕坝走来的
保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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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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