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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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故事

渐行渐远的老行当
□崔炳信 文/图

■工友情怀

三年前， 小玉正式成为我们
工区的工长。 当车间宣布这个决
定时， 我们都认为这个 “殊荣 ”
众望所归， 因为无论在业务还是
学习方面， 小玉都是最佳人选，
她的成绩有目共睹 。 而一直以
来， 她也像一盏明亮的路灯， 不
断地启发和激励着我们。

小玉是我们工区公认的 “三
拼”姑娘。 工作拼、做事拼、学习
拼。 她工作起来连工区的男同事
都佩服不已。 记得她刚接手的时
候，刚好遇到区间光缆铺设。第一
天去现场监控的男同事回来，脸
晒红了，头也晒晕了，要求小玉换
人。体谅同事的难处，也为了保证
通信光缆的安全， 她干脆自己全
程盯控施工现场。 7月的天气，工
程进行了10天， 她就在大太阳下
晒了9天，手臂上和脖子上的皮掉
了一层又一层。黑了一圈的她说，
通信安全无小事， 做通信工作就
要不怕累、不怕苦。

小玉心思细、 记性好， 每天
她早早就来到工区， 核对前一天
值班同事上报的资料 。 很久以
后， 遇到有同事要查询时， 她总
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 面对同
事惊讶的表情， 她笑笑说， 这没
什么， 利用空闲时间把这些记下
来， 也方便开展工作。

小玉还是个闲不住的人， 检
查仪表备品、 整理机房台账、 安
装广播机 、 到区间排查无线干
扰， 她就像上了发条似的停不下
来。 无论什么工作， 她都要求自
己做得很完美。 有时候， 快下班
时， 我们发现她还在纠结某一个
故障步骤， 而那个故障明明已经
处理好了。 但她说， 处理故障时
耗费了太多时间， 她在考虑怎么
才能提高故障处理的效率， 好供
下次参考。

对于车间每个季度举行的业

务考试， 小玉也像对待高考一样
非常努力 。 在我们抱怨家务太
多， 工作又忙， 没时间看业务书
的时候， 却看见小玉在食堂一边
吃饭， 一边背资料。 靠着这样的
“拼劲儿”， 小玉的每次业务考试
都以满分居车间榜首。 小玉在每
周一次的业务学习时说， 通信设
备更新快， 必须不断学习才能更
好地维护设备， 保证通信安全。

去年， 小玉报名参加了集团
技术比武。 项目是她从来没有接
触过的无线通信。 为了让自己真
正掌握知识点， 她一有空就到无
线值班点学习。 愣是用三个月的
时间把无线通信业务攻克下来。
后来我们才知道， 那段时间她每
天看资料看到凌晨3点， 实在困
了就定个闹钟睡上两个小时。 在
比武的最后一个月， 她还辗转到
外埠的无线车间取经， 因为那里
的无线设备更齐全， 故障处理经
验也更丰富。 就是凭着这种执着
的劲头， 她拿下了集团比武全能
第二， 理论第一的优秀成绩。

几个月前， 小玉参加了技师
考试 。 技师考试难度大 、 范围
广， 为了备战， 小玉又拿出了她
“拼” 的干劲。 她一边工作， 一
边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复习，还
照搬了去年参加技术比武的 “熬
夜大法”，就这样，小玉一路闯关，
胜利地通过了技师的重重考试。

有这样一面励志的 “镜子”，
工区的同事也一改往日对业务考
试的抵触心理， 不但主动学习，
还会结合日常工作总结故障处理
的经验和步骤。 在小玉的影响和
带动下， 工区的精神面貌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每个人都铆足了
劲儿， 默默地把小玉当成学习的
榜样， 在做好各自包保的设备维
护工作的同时， 主动承担着工区
更多的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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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朋友聊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话题， 唏嘘之余 ， 不
免 又 细 数 起 那 些 渐 行 渐 远 的
老行当……

童年时光是欢快的， 孩子们
凑在一块挖野菜、 捉迷藏、 上墙
爬树过家家 ， 常常玩得不亦乐
乎 。 这时倘若听到一阵拨浪鼓
响， 大家定会放下一切， 欢呼雀
跃着蜂拥而来———货郎进村了！
只见货郎摇着拨浪鼓， 高声吆喝
着： “破麻袋， 漏风鞋， 头发辫
子拿出来……” 他推着独轮车，
上面固定着用铁丝编成的货筐，
里面陈列着乡村女人一年四季必
不可少的针头线脑， 大姑娘小媳
妇梳洗打扮用的小镜子 、 红头
绳、 香胰子和雪花膏。 当然， 最
牵动孩子们视线的， 还是筐内的
各种新奇玩具， 塑料小手枪、 弹
弓、 铁哨子、 泥猴子， 以及让每
个孩子都垂涎三尺的爆米花、 彩
糖丸……那时候孩子手里没有零
花钱， 为了购物， 孩子们也学会
了 “过日子” ———头发辫子不是
一时半会儿就能长出来的， 孩子
们开始搜寻废塑料、 破纸片。 夏
天收集蝉儿脱下的壳儿送到村诊
所， 秋天把洁净的玉米皮儿拿到
编织厂 ， 换回一点 “私房钱 ”。
等货郎再来时， 就可以换玩具，
买上零食大快朵颐了。

“磨剪子来戗菜刀———” 又
是一声拖着长腔、 异常响亮的吆
喝， 自然就把剪子菜刀钝了的人
家喊了出来。 最常见的是一个慈
眉善目的老大爷， 在街头巷尾随

便找块儿空地停下来， 放下肩头
的长条凳， 就跟村里人聊起家长
里短来 。 有人拿着剪子菜刀来
了， 他便整理好长凳上的磨石，
在磨石上淋上水 ， 然后就 “哗
哗” 地磨起来， 一下一下， 不是
十分用力， 但很认真。 老人每干
一次活儿， 好像只收一毛钱， 或
者干脆免费， “都乡里乡亲的，
下次再说。” 磨刀人那游刃有余
的动作、 苍老的背影， 在阳光的
映照下， 总带着沧桑的诗意。

还有一个与人们生活息息相
关的， 那就是剃头匠了。 记忆中
的剃头匠， 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
巷， 多数以赶大集的方式给人理
发。 找一处或避风向阳或有树遮
荫的地方， 六七个人一字排开，
燃旺炉中火等待理发人的到来。
剃头匠的挑子是有讲究的， 一头
放的是供理发者落座的小凳， 以

及理发工具、 毛巾之类； 另一头
是盆架， 底下是烧热水的小炉子
（俗话说的 “剃头挑子一头热 ”
正是由此而来吧）； 在盆架一旁
往往还要立一小杆， 挂有自己的
招牌和长长的皮子， 理发过程中
发现剃刀不快了可以在皮子上来
回蹭几下。 当客人被披上白色的
披布 ， 接下来就是享受的过程
了。 剃头匠理发收尾处， 还要对
头、 颈、 肩、 胳膊等部位来一番
恰到好处的按摩， 直到客人满意
为止。 眼下更上档次的美发店遍
布大街小巷， 早先的剃头匠已是
极少见了。

说到剃头匠 ， 顺便说一下
“绞脸”。 绞脸也叫 “开脸”， 是
一种古老的美容术， 也是女孩子
的成人礼 。 多是上了年纪的女
人， 用结实的丝线， 一端咬在嘴
里， 另外两端绕在手指上， 两只
手上下翻飞， 一会儿功夫， 就把
脸上的汗毛全部绞光了， 开过脸
的姑娘， 会变得白皙美丽， 容光
焕发。

时光会带走很多东西， 那些
记忆里的符号， 许多都消失在光
阴里 。 比如走街串巷锔锅 、 锔
碗、 锔瓷器的箍炉子； 比如总让
孩子们簇拥欢呼的吹糖人的手艺
人； 还有打铁师傅的铁匠铺， 为
了保护马蹄子、 防止马在路面上
打滑而做的挂马掌……

时光不老， 但传统的行当会
“老”。 如今， 越来越多的老行当
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却给几代
人留下了温馨的心灵烙印。

爱爱““拼拼””的的工工长长
□□赖赖雨雨冰冰 文文//图图

丝绸之路是经贸的通道 ，
也是文明的通道。 如今， 随着
“一带一路 ”的拓展延伸 ，有关
丝绸之路的话题再次让世界为
之瞩目。 知名学者张信刚在他
的新作《文明的地图：一部丝绸
之路的风云史》中，从丝绸之路
的历史变迁、地缘政治、文化脉
络等角度展开，从历史与现实、
国际与国内两种角度深入剖析
“一带一路 ”的昨天 、今天与明
天， 为我们描画出一幅别样的
“丝路文明”图。

全书一开篇， 就围绕着何
为文明， 阐明了其不同的研究
方法和视角， 并就丝绸之路的
概念及其内涵， 以及 “一带一
路 ” 倡议 ， 作了诠释和说明 。
同时， 结合作者的广泛游历和
观察省思， 对丝绸之路沿岸国
家的历史文化和发展前景， 作
出了综合性的评述。

作为研究丝绸之路的著名
专家 ，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
今， 张信刚探求的足迹几乎遍
布世界各地。 其探访、 参观过
200多个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城市。 他所有的
工作重心， 都指涉于丝绸之路
所衍生出的文明与文化。 由于
历史的原因， 加之地理环境的
不同， 也就造就了 “丝路” 沿
岸国家不同的文明与文化。

作者将之分成了 “美索不

达米亚文明 、 尼罗河流域文
明、 印度河流域文明、 黄河流
域文明” 等四大文明板块， 并
撷取其精华逐一在书中呈现 。
比如，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创
造了数学上的求立方根， 创立
了天文学上的黄道十二宫， 由
此进一步发明了12进制， 规制
了一年有12个月， 一天有24小
时， 一小时有60分钟。 再如黄
河流域的文明 ， 产生了距今
5000多年前的丝绸、 约3500年
前的精致青铜器， 以及约2000
年前的马车 。 这些内涵丰富 、
形态各异的文明， 为促进沿岸
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赓续和
传承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
增添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亘古悠长的丝绸之路， 将
中外文明的硕果精心融汇于一
炉， 用如椽巨笔， 饱蘸着多彩
的浓墨， 在苍茫的大地书写出
璀璨的人文华章 。 长安 、 西
域、 安息、 古罗马， 一个个贯
穿古今的精神地标， 曾见证了
人类史上多少醉人的芳华。 这
条互利互惠的路， 让中国丝绸
在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大放异
彩； 也使来自西域的石榴、 胡
桃、 胡麻、 胡豆、 胡瓜等农产
品扎根华夏， 大大丰富了国人
的饮食文化。

通过沿路的考察调研， 作
者发现， 绽放在丝绸之路上的

各色文明， 尽管争奇斗艳绮丽
无比， 但都不是与生俱有， 而
是相互之间包容互鉴的结果 。
无论是文字的产生、 动物的驯
化、 植物的栽培， 还是各民族
的守望相助， 乃至国与国之间
的平等相待， 都是在取长补短
中 ， 让彼此的文明既自成一
派 ， 又在多重较力和交融中 ，
顽强拓展出生存空间。

殊为不易的是， 作者在条
分缕析解读 “一带一路” 国家
的文明样态时， 还从全球化的
视角， 对当前人类社会所处的
文明困境进行了深刻反思， 旨
在进一步强化人与自然的合谐
共生。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
代 ， 需要保持足够的文化定
力， 本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清
晰看世界的视角。 正如清华大
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所评价的
那样 ： “…… 《文明的地图 》
说古道今， 广泛涉及中西文化
交流、 丝绸之路、 近代国际关
系、 当代政治与经济， 议论风
发， 文笔畅达， 思维活跃， 是
一部难得的好书。”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丝路文明”绽光华
———读《文明的地图：一部丝绸之路的风云史》 □黄东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