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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万的回报
□霍寿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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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 单位所在的社区
又开展 “捐衣被 ， 送温暖 ” 活
动。 单位职工或多或少都捐了一
些衣被。 门岗老万也拿出一件棉
大衣要捐助， 却被负责具体征捐
的我婉言谢绝： “你家老婆长年
生病， 儿子又上大学， 还有两位
老人需要赡养， 就不要捐了吧。”

老万笑道： “这是我最好的
两件棉衣之一， 去年， 你们为我
花了很多钱， 今年为什么就不能
让我也献点爱心呢？”

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
去年冬天， 老万因打扫大院

卫生而摔断了盆骨。 医生说必须
进行手术换骨———如果是换国产
骨， 总费用只需两万元， 但20年
后可能要重新换骨； 如果是换进
口骨， 总费用则需要四万元， 但
可以维持终生， 不必再受二次手
术之苦。

老万虽是单位聘用的临时
工， 但毕竟是因公受伤， 单位当
然 不 能 不 管 不 问 。 几 个 领 导
紧 急 碰了碰头 ， 最后决定在单

位的工会福利费中支出一万元给
老万， 剩下的， 就号召全体职工
进行捐款。

这老万为人老实、 勤快， 平
时除了看门、 打扫卫生外， 还经
常义务地帮着职工烧烧开水、 看
管小孩什么的， 因而在单位的人
缘儿极好。 捐款倡议发出后， 差
不多每个职工都捐了款， 少则几
十块， 多者数百元， 只可惜单位
职工只有六十几位， 捐款总数也
只有一万多元， 加上单位的一万
元， 老万也只能换个国产骨头。
想想20年后， 七十多岁的老万还
要遭受一次手术， 工友们又有点
“过意” 不去了。 于是， 第二次
捐款又开始了。 这回捐款由单位
工会和团支部联合发起， 倡议书
也写得非常感人： “……您觉得
70多岁的老人， 身体和经济条件
还能经得起二次手术的折腾吗？
如果觉得不能， 就再伸一次援助
之手吧！”

为了配合第二次捐款， 财务
科提前十天发放工资。 捐款的数
额有所提高 ， 一般都在百元之
上。 而且， 一些离退休的老职工
也加入捐款之列， 使得捐款总数

突破两万元。 老万终于可以换进
口骨了 ！ 职工们笑称第一回是
“国产” 捐款， 第二次则是 “进
口” 捐款。

一个星期后， 老万成功地实
施了手术。 单位职工也陆陆续续
前往医院看望。 老万感动之余，
一种乡下人特有的幽默劲儿又上
来了： “唉， 多亏你们的两次捐
款呵 ， 让我这个农村人的身体
里， 也有了外国的骨头……”

今年， 老万倾力捐助 “送温
暖”， 多少也有点感恩、 回报的
意味。 问题是， 文件上明确要求
所捐衣被必须 “八成新”， 而老
万的棉衣最多也就六成新， 不符
合捐助要求。 这事我又不好直接
对老万说， 于是就搪塞道： “单
位捐助任务完成了……” 老万还
是要捐， 我只好实话实说了， 老
万便夹着棉衣走了———显然， 我
的实话伤了老万的自尊。

翌日上班， 我刚进单位大门
就被老万拦住， 他递给我一件还
没有拆封的内衣， 大声说： “这
是我昨晚买的， 应该符合捐助要
求了吧！” 说完， 老万就得意地
笑了起来……

我们为什么需要创造？ 创
造为何如此困难？ 什么是创造
的勇气？ 创造的本质和过程是
什么？ 人如何能实现自我价值？
如果你有这些疑问， 如果你对
未来感到焦虑， 那么通过阅读
《创造的勇气》 或许能给不确定
性迷雾笼罩下的自我一些感悟，
帮我们通过勇气的培养 、 焦虑
的克服和自我的选择而实现自
我突破。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剧烈变
化的时代、 在这个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
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 对于未
来、 对于个人的成长， 每个人
都是充满热情但又充满焦虑的，
因为未知的不确定性。 我们将
何去何从？ 是勇敢地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途中， 克服各种各
样的挑战和困难， 用创新、 改
革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 还是
焦虑而恐慌地退缩， 失去我们
参与塑造未来的机会？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
者， 通过创新、 改革来自我实
现和组织优化。 但是创新、 创
造往往是痛苦 、 让人焦虑的 ，
就像作者罗洛·梅在其著作 《创
造 的 勇 气 》 中 描 绘 的 那 样 ：
“我们受到召唤要做一些新的事
情， 要面对一片没有人的国土，
要进入一片森林， 在那里没有
现成的道路， 也没有人从那里
回来指导我们， 这就要求具有
一定程度的勇气， 这种勇气是
没有直接先例的。”

新事物的产生必然会影响
甚至颠覆旧事物、 旧习惯， 这
种对确定性的破坏和重建更需
要巨大的勇气。 令人沮丧的是，
创新、 创造往往无法一蹴而就，
我们众里寻他千百度， 但常常
山重水复疑无路。 我们面对每
一次创造性的交会， 都要求对
勇气的另一次坚持， 每一次坚
持都需要我们进入到那种 “全
神贯注” “被吸引住” “全身
心地投入” 等词汇描绘的人在
创造时的状态， 也就是 《创造
的勇气》 中反复提到的高强度
的交会。

此外， 还需要我们如罗洛·
梅阐述的那样坚持 “数百万次
地在我的灵魂的铁匠铺里锻
造”， 这是一项艰巨、 持久而又
繁复的任务， 就像铁匠的任务
是在他铁匠铺里把烧红的热铁
折弯， 制造出对人类生活有价

值的东西来一样艰巨， 这种坚
持需要持续的勇气。

我们有了创造的勇气， 也
渴望去创造， 不过在创造过程
中我们需要意识到创造的局限
性， 或者说是限制因素， 即面
对 “经验的现实” 是所有创造
性的基础， 但我们也需要时刻
提醒自己： 我们能够让我们的
想象在多大程度上不受约束 ？
我们能够任凭想象驰骋奔放吗？
敢于想到那些无法想象的东西
吗？ 敢于想出新的幻想并在其
中畅游吗？ 毕竟， 想象是心灵
的伸展。 它表明个体有能力接
受意识心灵的冲击， 这个意识
心灵带有各种观念、 冲动、 意
象以及从潜意识中涌出的其他
每一种心理现象。 它是 “梦见
梦境和看见幻象” 的能力， 是
考虑各种不同可能性的能力 ，
是忍受紧张的能力。

创造过程虽然看似充满了
焦虑和痛苦。 但实际上人在从
事创造性活动中感受到的是快
乐， 是一种被界定为伴随高度
意识的情绪， 伴随着体验到实
现自己潜能的心境。 快乐感就
源自我们参与到存在活动本身
之中， 无论这种参与的程度有
多么轻微。 反之， 我们在那一
刻也更加生动地体验到我们自
己的局限性。 而这也可能是下
一次创造的起点。

每 一 次 的 创 造 都 会 更 加
坚定我们创造的勇气 ， 前路
漫漫 ， 希望我们都是造梦人。
希望我们都能从 《创造的勇气》
中汲取力量 ， 在未知中探索 、
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过程
中不断向前， 实现自我的人生
价值。

阅读是一种愉悦， 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阅读是一种
探索， 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延续。 为让广大职工在阅读中
汲取力量、 增长才干， 激发职工阅读热情， 丰富职工文化
生活， 提升职工综合素质， 北京市总工会开展了 “阅读经
典好书 争当时代工匠” 职工主题阅读活动。 活动进行以
来， 我们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职工拿起书本， 享受阅读。
本版特别选取了职工撰写的 “好书推荐·一起悦读” 荐书、
书评文章， 和您分享。

“君哥，朱伯走了你知道么？”
在一个秋雨如帘的日 子 ，

偶 遇 从 前在大米厂一起工作的
厂友祖建。 在一幕秋雨里， 我们
谈起了那些年在厂里的人事与菁
菁岁月。

1988年6月 ， 我从技校加工
专业毕业， 分配在县大米厂， 7
年 的 美 好 时 光 同 这 个 小 厂 同
誉同荣 。

上班第一天， 管后勤的徐干
事带着我到日杂公司购买全新的
床、 书桌、 烤火桶等生活用品。
晚上， 住在我对门的政工杨干事
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到大米
车间找冷永年师傅报到。 第二天
一早， 从厂里的食堂买了三个馒
头， 还没到大米车间门口就将所
有馒头塞进了肚里。

在一阵隆隆的机声里， 我走
进车间。 突然， 从粉尘升腾的车
间走出一个头戴军帽与口罩， 眉
毛与祼露的头上都沾满了灰尘的
人 。 她看见我就说 ： “是小贺
吧？ 今天来报到上班吧！” 我有
点慌乱地回答说： “是的， 怎么
称呼您？” “叫我郭姨。” 说罢，
她将口罩与帽子摘下， 放在门框
上使劲地敲打着。 她大约四十来
岁， 与我母亲差不多大， 只是个
子要高一些。

“你莫性急， 我给你叫冷主
任来！”

三分钟后， 一个中等个头，
身材健硕的中年男子出现在我面
前。 他看着我一身学生装 ， 笑
着说： “我们的知识青年， 欢迎
你， 不过你要先去朱师傅那里领
身工作服。” 踏进物品仓库， 一
个胖胖的中年男人坐在一张桌子
前 ， 上面摆满了帐簿 。 讲明来
意， 他递给我两套工作服与一双
翻皮鞋， 并笑笑拍了拍我， “小
伙子， 好好干。”

大米车间每天分三班， 工友
们轮流上下班 。 在计划经济时
代， 工厂的效益出奇得好。 一线
人员的劳保， 每年雷打不动两身
工作服， 两年一双大头皮鞋， 一
个月一双棉手套、 一块肥皂。

其后的日子， 我、 祖建、 郭
姨、 冷主任， 我们四人组成一个
工班 。 我与祖建在一楼守去石
机、 龚谷机与碾米机。 郭姨在二
楼和三楼守提升机、 吹糠机。 冷
主任机动做技术指导。

那时， 一个月有八天的时间
要上夜班， 我与祖建年少、 睡眠
多， 常常两人一靠着车间的板凳
就能在隆隆机声里睡得天昏地
暗。 那时的电压不稳定， 龚谷机
去壳时常常出差错 ， 剥壳不完

全， 碾米机吐出来的米色彩就不
纯， 要重新返工。 这还不算， 最
难的是整个一套机器全部流水作
业 ： 先开提升机 ， 然后开去石
机、 龚谷机、 碾米机……刚刚上
班的那段时间总是出差错， 冷师
傅的批评是严厉的， 好在郭姨常
常在后面帮我们“补窟窿”。 最怕
的是厂长督岗， 好多次郭姨帮助
我们挡了“子弹”。

郭姨的家在农村， 朱伯是她
的爱人。 她常常从家里带点乡间
的花生、 蜜桔、 小枣等时令东西
给我们吃。 碰上夜班饿得慌， 她
就从家里煮点面条带给我们。 她
家里有四个孩子， 日子过得并不
宽裕。

下了班， 我经常与厂里的工
友们聊天谈地。 借同事的自行车
到城郊的工友家去蹭饭。 祖建与
厂子里的其他后生常常去跳舞，
而我一个人却择居集体宿舍阳台
一处 ， 看看书 ， 练练字 。 1995
年， 我被调到城郊粮站办公室，
两年后， 我从企业调入机关。

大米厂在2005年企业改制后
解散了。 每每碰上厂友们心甚欣
喜， 不管多忙， 都要问问他们的
状况。

时光在变， 不变的是米厂家
人般的人事与风物！

开
栏
的
话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李

依靠创造的勇气逐梦前行
□贺君 文/图

犹犹忆忆米米厂厂一一段段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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