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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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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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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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傍晚， 快递员送来一个大大
的包裹， 看看收件人姓名， 是我
没错。 可是我最近并未网购啊 。
怀着满腹疑问将包裹拆开， 一张
纸条映入眼帘， 原来是大姑从老
家寄来的。

大姑娟秀的小楷诉说着思念
之情： “快过年了， 给你们寄些
老家特产， 开春后若有空， 回来
看看……”

包裹里是交切片、 鸭膀爪、
芝麻糕和大姑手工腌制的小菜，
每样都打包得整齐严实， 几坛小
菜经过长途运输， 连菜汁也未洒
出一滴。 透过它们， 我仿佛看到
了大姑慈爱的面容。

幼时常听父亲说， 大姑是兄
弟姐妹中的老大， 医专毕业后分
配到县城医院上班， 后来嫁给当
警察的大姑父。 大姑对乡下的父
母和弟妹处处帮扶， 每年过年都
将丰厚的年货置办好， 和大姑父
一起， 骑着 “二八” 加重自行车
送到娘家， 让娘家人过个宽裕的
年 。 有一年大姑还把二姑 、 三
姑、 叔叔接到县城过年。 多年以
后我还常听二姑提起在大姑家过
年的情景： “五香茶叶蛋、 白菜
五花肉包子、 烧饼、 油条……一
想起来就流口水。”

后来我的父亲、 三姑和叔叔
陆续考上中专、 大学， 毕业后到
城里工作， 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把奶奶也接到了城里 。 我记事
时， 每年父母都要陪奶奶回老家
过年， 每次回去前， 父母都要从
五斗柜里翻出省吃俭用积攒多时
的粮票、 布票、 肉票和糕点票，
一趟趟地 ， 从粮站运回大米白
面； 从油坊打回小磨香油； 从供
销社买回鸡蛋糕、 桃酥； 从百货
大楼买回灯芯绒、 春风呢……一

样样分类整理好， 肩扛手拎， 带
回老家。 那时交通不便， 回一趟
老家， 先坐火车， 再转汽车， 最
后步行， 其辛苦难以想象。 可身
材瘦小的父母义无反顾， 最重的
一次， 两人总共背了八十多斤的
东西！ 时至今日， 父亲一提起来
就抚着肩膀感叹： “现在说什么
也扛不动喽！ 那时候真有劲儿！”
母亲便会笑着接道： “那时候一
心就想着多带些东西回老家， 哪
里还顾得上重不重。”

平常日子， 只要有熟人回老
家， 父亲便会求人家捎带东西给
大姑二姑， 或是两瓶白酒， 或是
几个罐头， 或是半只火腿， 或是
单位发的劳保， 零零碎碎， 细水
长流。 大姑二姑也是逮着机会就
托人捎带东西来。 有一年冬天奶
奶想吃老家的鸭膀爪和小菜， 大
姑得知后， 很快便将包裹寄来。
她在信中说： 鸭膀爪是专门到县
城街口 “王记” 老店买的， 小菜
是她腌制的 ， 知道奶奶喜食酸
味 ， 腌的时候特地加了点老陈
醋。 这封信， 父亲给奶奶念了一

遍又一遍， 奶奶泪光盈盈……
我上学后不定期收到大姑的

信 。 她的信文笔优美 、 字体秀
丽， 可当做散文读， 也可当做字
帖临摹。 我学会书信的格式后试
着给她回信 ， 她夸赞我语言流
畅， 但字不好看， 我便买了字帖
苦练。

大姑还寄书给我， 从浅显易
懂的《神笔马良》《三毛流浪记》到
有思想深度的 《简爱 》《青春之
歌》， 无不体现着她的细腻用心，
亦引导我走上阅读之路。

因了大姑他们涓涓不断捎来
的食品、 书信， 我那原本贫瘠的
童年变得温暖丰富， “老家” 在
我脑中不只是一个抽象名词， 更
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所在、 一份心
灵上的依靠。

随着年岁增长， 我愈发觉得
与老家之间似有一股爱意在涓涓
流转， 虽不丰沛、 激荡， 却细水
长流。 岁月如梭， 世事难留， 唯
有这股爱意绵绵不尽 ， 一如既
往， 这是亲人间的血脉亲情， 是
游子与故乡剪不断的思乡情。

□赵闻迪 文/图涓涓流转的爱意

■图片故事

□李仲 文/图守护生命
作家周国平说过： “热爱生

命是幸福之本 ， 同情生命是 道
德 之 本 ， 敬 畏 生 命 是 信 仰 之
本。” 我想， 2020年我读懂了这
段话。

2020年初， 突然而至的新冠
肺炎疫情搅乱了我们的生活。 难
忘那个除夕夜， 我们的医者前仆
后继， 从全国各地驰援武汉， 这
些 白 衣 天 使 被 称 为 最 美 的 逆
行者。 甚至我曾经从医的妻子，
也将微信签名改为了 “国有战，
召必回 ”。 妻子的决心与勇气 ，
不仅来自国家对生命个体的敬
畏 ， 也来自家族一位晚辈的感
召。 这位晚辈姓姜， 是医院的主
管护师， 两个孩子的妈妈， 大宝
3岁， 二宝1岁半。

这是 位 热 爱 生 命 的 母 亲 。
连夜奔赴武汉后 ， 她最放心不
下的就是家里的两个孩子， 但休
息时连线家里视频， 看到家中一
片狼藉， 娃们和她没说几句话就
继续 “兴风作浪”， 她反而感到
欣慰和放心， 因为孩子们在家快
乐玩耍， 适应了没有妈妈陪伴的
日子。

这也是位同情生命的母亲。
看到病区里有病人因为家属去世
或者家人隔离， 自己进而也被隔
离， 感觉很孤独， 她都会给他们
做疏导工作， 缓解他们的情绪，

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 为了表达
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 病房里
有个六十多岁的病人， 特意建了
一个微信群 ， 叫 “守护生命 ”，
他希望联合其他病友， 感谢守护
他们生命的白衣天使。

这更是位敬畏生命的母亲。
从武汉凯旋后， 她说的最多的，
不是自己的荣誉， 而是来自病房
里的感动： “49床阿姨会礼貌地
请我将她的监护仪调小音量， 以
免打扰隔壁床病人休息； 29床的
大爷会细心地记下每个出入病房
医护人员的名字和医院， 还给我

们写了一些感谢的话， 说等疫情
过去他要给报社投稿好好感谢我
们； 还有保洁小伙儿， 一开始我
还纳闷， 特殊时期， 什么样的待
遇才能让一个年轻小伙子甘愿留
在危险的一线， 看同事的朋友圈
才知道 ， 他本是一名汽车修理
工， 因为武汉封城没能回家， 选
择来做志愿者， 他的工作面临比
我们更大的风险， 每次他都是悄
悄地来 ， 悄悄地走 ， 从不多言
语。 ” 小姜总结了自己的武汉之
行 ： “我 明 白 了 我 来 武 汉 的 意
义———拯救别人生命也是自我生
命的修行。”

冲在抗疫一线的， 还有让国
人敬重的军人院士陈薇， 她领衔
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 在国内和
国际分别率先进入 I期 、 Ⅱ期临
床试验， 疫苗Ⅲ期国际临床试验
正在有序推进。

荣获 “人民英雄” 国家荣誉
称号后， 陈薇院士曾在浙大与母
校师生回忆了她打新冠疫苗第一
针的经历： “虽然我们有大量的
实验证明这是安全的， 面对未知
的第一次， 我觉得我得先上。 如
果牺牲了， 也就我一个人。” 语
气平和， 却充满了直面生死的果
敢。 听到这段话， 我在感动之余
也更有信心了， 2021年， 我们胜
利可期。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待
工作、学问，有着坚韧的性格。
但我读过先生的 《当时只道是
寻常》一书后，认识到先生也有
柔情的一面， 字里行间流淌出
独具韵味的真情怀旧。 从先生
的体悟与沉思里， 我们可以倾
听大师的情怀与思考。

书中所选皆为季羡林先生
的怀旧散文，包括故园之思、父
母之思、痛悼师友、人生忆往述
怀等。 深浅不一的回忆中 ，清
晰再现了那些逝去年代的人
和事……在省察自我、 梳理时
代脉络的过程中， 娓娓道出对
幸福的深刻理解与体验。 丰富
的情感、浓郁的诗意、淳朴的文
笔、催人泪下的诉说，带给人们
无尽的遐思与感动。

季羡林的散文以真情为
胜， 尤其是那些思念母亲的文
字 ， 更具有催人泪下的感染
力。 “夜里梦见母亲， 我哭着
醒来。 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
候， 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
方去了。” 有一次他回家听对
面的宁婶子告诉他说： “你娘
经常说： ‘早知道送出去不回
来，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
的！’” 简短的一句话里面， 包
含了多少辛酸、 多少悲伤！ 他
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
的情况。 一想到， 他就会心肝
俱裂， 眼泪盈眶。 正是这份深
情， 让季羡林的文字打动了那
么多人。

季羡林多次以崇敬的心情
提到恩师陈寅恪， 以示对老师
的敬仰和怀念。书中写道，陈寅
恪先生讲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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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名和人名
更是特别注意。读他的文章，听
他的课， 简直是一种无法比拟
的享受。在陈寅恪去世26年后，
季羡林在一篇文章中还写道：
“怎样‘报’呢？ 专就寅恪师而

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
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 努力
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
出好。”由此足见季羡林的拳拳
报师之心。

国学大师吴宓是季羡林的
老师，但却是一个特立独行、倜
傥不群而不为流俗所容纳的
人。季羡林用简洁的文字，勾画
出吴宓的音容笑貌：“先生是一
个奇特的人， 身上有不少的矛
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
一样，所以奇特。他反对写白话
文， 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
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
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
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
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
所以矛盾。”季羡林描述了一位
当代的有着魏晋风骨的高士，
而且是一位活生生的、 值得崇
敬的可爱人物。

季羡林的散文表现的是中
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
他眼中的沈从文，是位可爱、可
敬、淳朴、奇特的作家。 在所有
的并世作家中， 文章有独立风
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
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
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
认出来，绝不含糊。 ”而季羡林
眼中的老舍，谈吐自然，蔼然可
亲，一点儿架子也没有，特别是
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 铿锵有
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是听音
乐，是一种享受。

读完全书， 感觉季羡林对
老师、 对朋友、 对家人的怀念
文字， 是他散文中的精华。 他
往往记述几件有意味的事情，
见微知著， 看出这些人物之所
以不凡， 总有着异乎寻常的人
格和品性。 从一般的人性展示
出名人的可钦、 可敬， 甚至可
笑处， 这是最具说服力的。 季
羡林用他真诚的感悟与思索，
让我们不断认识自己， 激发着
我们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体悟大师的情怀与思考
□高中梅———读季羡林《当时只道是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