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先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我容易吗？” 于是我干
脆就叫他 “不容易” 先生了。

满身湿透的 “不容易” 先生
从厨房里出来， 身上围裙左边的
带子耷拉在胳膊外， 右边斜挂在
肩上， 围裙上婀娜多姿的苗族阿
妹在吹笛少年身边舞蹈着， 那盈
盈的笑意从围裙上溢出， 荡漾在
我的脸上。 “你看， 身上的衣服
全湿透了，做个饭，我容易吗？ ”
“不容易，那咋办呢，要不，我们把
牙挂起来， 不吃不喝做神仙， 行
吗？” 我笑着说。 哑然的 “不容
易” 先生怎能说的过比蛇还懒的
不讲理的妻呢？

“我容易吗？” 哪有这样停
车的人， 挨得这么近， 叫人怎么

开车门啊。 “不容易” 先生左蹭
右缩， 上拱下蹲， 还是打不开车
门。 我说： “笨死了， 从后门钻
进去。” 看着 “不容易” 先生在
小小的空间里笨拙地 “翻山越
岭”， 我忍不住笑地说： “真是
不容易 ， 啥事都替别人考虑的
你， 偏偏竟遇上不容易的事。”

车开的好好的， 突然就会有
从后面斜插过来的， 嗖地一下，
从车边划过， 吓得 “不容易” 先
生一个急刹车， 气愤地说： 遇到
这样的主， 我容易吗？ 然后正色
警告我： “你可不许在车上吃东
西 ， 一个急刹车 ， 小心咬掉舌
头。 实在想吃， 报告一下我， 我
就开慢点。”

“我容易吗 ？” 一到假期 ，

雷打不动地就要加班， 每月2日
出快报， 4日出正式报表， 这是
公司总部的要求。 所以每年的五
一、 十一、 元旦等节假日， 我家
“不容易” 先生都是在加班中度
过的。 碰上各种大检查和稽核，
加班加点更是家常便饭， 看看日
渐稀疏的头发， 就知道他名副其
实的不容易。

可是话说回来 ， 谁活得容
易呢 ？

“不容易” 先生说： “公司
业务员为了拿到订单， 陪客户吃
饭喝酒， 喝到胃炎打吊针； 开公
司的同学为了公司的利润， 不是
调研就是谈判， 一年365天有300
天是在城市乡村穿梭的； 再看看
城市的环卫工， 他们一年四季都
在和太阳赛跑 ， 最早起 ， 最晚
睡 ， 为了生存 ， 大家都不容易
啊。” 于是我家先生很乐意我叫
他 “不容易” 先生。

就这样， “不容易” 先生要
么走在上班的路上， 要么走在接
送腿脚不方便的父母去医院的路
上， 要么在酷热的厨房里， 像红
红的小龙虾汗涔涔地被蒸煮着，
然后说： “我容易吗？”

母亲心疼他的不容易， 把我
拉到一边悄悄嘱咐道 ：“要心疼
他，勤快些。 ”父亲心疼他的不容
易，也嘱咐我不许欺负他，要照顾
好他。看看，我家的 “不容易” 先
生就这样 “容易” 地得到了大家
的爱和关心。 有爱加持的 “不容
易” 先生哈哈笑着说： “我容易
吗？”， 继续走在不容易的路上。

其实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这
样呢？

□逄维维 文/图

□赖雨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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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什么是真正的读书人？

□丁兆永

在这个世界上， 许多书，
不能不读； 许多书， 看你怎么
去读 。 什么才是真正的读书
人？ 当代著名文学家、 语言学
家、 散文家、 东方文化研究专
家季羡林先生， 在其著作 《我
们这一代读书人》 中给出了答
案。真正的读书人，活得坦坦荡
荡，活得一身正气；有知识，有
眼界，有胸怀，更有气节！

本书通过收录季羡林对胡
适、 梁实秋、 老舍、 冯友兰等
师友的回忆文章， 勾绘出他眼
中民国知识分子的风骨， 揭示
他们或张扬或内敛、 或率性或
周正、 或持正坚守或隐忍委屈
的人生性格及因此遭际的不同
命运， 同时也借此揭示季羡林
的识人之术与交友之道。

社会需要的都是读 “书”
人， 而不是 “读” 书人。 林语
堂曾说过： “什么才叫真正读
书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 一句
话说， 兴味到时， 拿起书本来
就读， 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
这才不失读书之本意。” 以季
羡林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的文
人， 胸怀天下， 兼济理想， 无
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一丝不
苟 ， 是性情中人 ， 也是素心
人 ， 是真正 “中国的脊梁 ”。
“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
中国文人向来尊崇的是 “人以
类聚、 物以群分”。 作为备受
景仰的文化大师， 能够走进季
羡林的心， 走进他文章里的人
是怎样的一群读书人呢？

每位老师都在不同程度和
领域上影响了大师的读书生
涯： 陈寅恪先生的 《佛经翻译
文学 》， 虽然说是旁听课程 ，
但影响至深： “陈师讲课同他
写文章一样， 先把必要的材料
写在黑板上， 然后再根据材料
进行解释 、 考证 、 分析 、 综

合。 他的分析细入毫发， 如剥
蕉叶， 愈剥愈细愈剥愈深。 他
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
盘旋曲折， 山重水复， 柳暗花
明， 最终豁然开朗， 把我们引
上阳关大道”。 胡也频先生讲
的 《什么是现代文艺》， 虽然
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 却也讲
得眉飞色舞， 使得这一群尚在
高中阶段的大孩子听得简直着
了迷。 在当时动荡的年代里，
这种新思想的注入， 对于18岁
的进步青年来说， 无疑是最具
有吸引力的。 董秋芳先生因为
赞赏了季羡林的白话作文， 使
季羡林感到了喜悦和兴奋， 就
此埋下了终身写作的种子。

每每读到此处， 总会有感
而发 。 想来有这样的老师授
课， 才让学生感觉上课是一种
享受吧！ 作为一名教师， 我也
希望自己的课堂能这样引人入
胜， 在学生的学习生涯里留下
深刻的痕迹。

从来没有哪一个群体像读
书人一样， 与历史变迁贴得那
么近。 他们是时代的良心， 是
痛定思痛的总结者， 在20世纪
的中国， 涌现出来的这一批国
之栋梁， 不仅催生和影响了中
国的社会变革， 更拉出了一幅
思想和文化变迁的宏伟画卷。

真正的读书人， 读书的终
极目的还是 “修身养性”。 腹
笥丰盈 ， 人 ， 就变得性情内
敛、 舒和； 其心胸， 自是开阔
无比 ， “汪汪如万顷之陂 ”，
宽容大度 ， 气宇浩荡 ； 其眼
光 ， 亦是洞彻锐敏 ， 高瞻远
瞩； 其言行， 即可用 《世说新
语》 上的一句话概而括之： 言
为士则， 行为世范。 故而， 真
正的读书人， 常常会有文化责
任， 有社会担当， 成为民族的
脊梁……

当9月的风徐徐叩响值班室
窗户的时候， 我正对着电脑屏幕
整理刚刚检测完的机车通信数
据。 夜风仿佛是来造访的故人，
热情地呼唤着， 我停下手里的活
儿， 走到窗户边， 一抬头， 一弯
明月怯生生地悬挂在机车出入库
的上空 ， 像不好意思登门的来
客。 不远处， 一排排机车在轨道
上停留。 夜因为有了这些， 突然
变得诗意起来， 我仿佛听见了时
光的流淌声。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秋天
又到了， 算起来， 我在机车出入
库已经工作了十一年。 我拢了拢
被风吹散的头发， 对着月色， 思

绪像磁带一样倒回刚来机车出入
库的那段时光。

记得十一年前， 我接到调令
来到机车出入库工作。 想起线路
上奔驰的火车， 靠的就是火车头
的牵引， 对于神秘的机车， 我充
满了期待。 当我穿过铁路桥， 踏
上机车出入库这片陌生的地方，
眼前看到的景象确实充满了诗
意 ： 一条条蜿蜒的轨道迂回曲
折， 如同大地的脉络一样丝丝分
明 。 轨道两边是高高低低的芦
苇， 翠绿的芦苇在风的吹拂下，
波浪一样起伏， 把铁道线衬托得
生机勃勃。 特别是一辆辆草绿色
的机车远远地停留， 像排着队等

待出发神气的士兵， 那庞大的身
影没来由的让人觉得踏实。

上班第一天 ， 我 就 在 师 傅
的带领下开始熟悉机车上的设
备。 当走进昏暗的驾驶室时， 呈
现在眼前的是一排排大小不一的
仪器仪表。 我们负责的通信设备
分布在两边的驾驶室， 主机则摆
放在狭窄闷热的机舱里， 走路得
侧着身体 。 我拢着防护服的衣
摆， 生怕一不小心剐在哪个机器
的尖角上。 听着师傅讲解主机的
维护要领， 才几分钟， 我背后的
汗水就一滴滴地往外冒。 我这才
知道， 机车出入库并无诗意， 眼
前这些密密麻麻的机器生硬冰
冷， 很难跟我平时看到的宏伟机
车沾上边。

机车发动机还在不停地旋转
着， 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 闷热
的空气里充斥着柴油的味道和机
器特有的铁锈味。 我按照师傅的

指点拔下模块检查， 一不小心，
手上、 衣服上蹭上了乌黑的灰尘
和机油。 看着黑乎乎的双手， 那
一刻， 我对机车一贯的好感一点
点消失。 特别是独自上班紧急处
理了几次故障以后， 看着脸上很
难清洗干净的油污， 机车成了我
避之不及的对象。

那段时间， 机车上的设备也
仿佛故意跟我对着干， 只要我上
班， 故障总是比别人多。 直到有
一天， 在夜里三点处理完一起故
障， 走在通往值班室的小路时，

看着星光下闪闪发亮的机车， 一
想到这些经过我检测的机车将会
像闪电一样奔驰在广袤大地上，
我才发现其实还是喜欢机车的，
甚至喜欢这种带有挑战的工作。

那一年， 由于我的踏实和认
真， 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捧着沉甸甸的奖状， 我仿佛感觉
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从此， 我
不但不排斥机车上嘈杂的轰鸣
声， 还对机车散发出来的机油味
充满了亲切感， 对汽笛声更是着
迷。 休班时， 听不到汽笛声反而
辗转难眠。

后来， 机车陆续更新， 越来
越多的电力机车代替了内燃机
车， 电力机车机舱虽然还是一样
狭窄， 但那长长的过道上， 多了
很多高端的精密仪器， 置身这样
的环境， 每次都会油然生起自豪
感。 能成为守护机车的一员， 是
多么神圣的使命。

这几年， 因为有机车相伴，
我收获了很多， 不仅是技术上的
增长， 更因为对工作的热爱， 让
心灵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充实。 如
今看到铁道线上奔驰的机车， 时
时会为自己是一名通信工而自
豪。 机车长长的汽笛声是我生命
里动人的音乐， 在这音乐声里，
我收获着机车带来的诗和远方。

与机车相守的日子

■家庭相册

“不容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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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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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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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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季羡林《我们这一代读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