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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军平

有位老同学间百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日子平淡无奇地继续着，田野正在上课，办公室
主任突然推开教室的门，喊他接电话。他一边走一边
问：“谁打电话找我呀？”王主任跟在身后说：“对方说
是市委组织部的，具体人家没说。”

“喂，我是田野，你是哪位？”
“我是眼镜，哎呀，老同学真是贵人多忘事呀。”
眼镜是田野上初中时的物理课代表。记得上初二

的时候，眼镜喜欢邻班一个长着丹凤眼的女生，田野当
时作文写得好，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
眼镜就私下找他帮忙替自己给那个女生写情书……

“喂，老同学，我经常在《西京日报》上看到你发表
的文章，很不错呀，听说你现在当作家啦，记得在咱们
上中学的时候，咱们班就你作文写得好……”

“瞎写哩，让老同学见笑了。”
“老同学，前几次同学聚会你怎么没来？我问了

几个同学都说没你的手机号码，你们学校的电话还是
我打到《西京日报》报社问来的。”眼镜接着说，“把你
号码发给我，等晚上咱再聊……”

晚上九点多，眼镜果然打来了电话。两人家长里

短聊着各自的际遇，眼镜问：“老同学，我看你挺有才
的，怎么这么多年你不想办法调出来呀？”

“谁说我不想？做梦都想。可是没关系，八竿子
打不着一个当官的亲戚，想调动难于上青天啊。”

“眼镜，我听同学说你如今在 C 市把事干大
了……”

“唉，你别听同学们瞎说，我只是市委组织部
办公室的副主任，以后你来市上办完事了到我办
公室喝茶。”

……
挂断电话，妻子问田野和谁聊天呢，聊得这么热

火朝天？田野告诉妻子电话是初中老同学打来的，
想想当初还帮他写过情书，如今人家都当市委组织
部办公室副主任了。田野突然感觉自己活得很失
败。当妻子听说他同学在组织部工作，不禁眼前一
亮，动员田野改天去找找那个同学，联络联络感情，
看能不能想办法把他调到县里教书……

这天，校长把田野叫去办公室，亲自给他沏了一
杯茶，然后轻轻关上办公室门，神秘地对他说：

“田老师，听说你和市委组织部的人很熟？”
“也不是太熟，就是有个老同学在那工作。”
“田老师，你真是深藏不露呀，有这层关系你咋

不早说呢。”校长接着说，“以前学校有啥对你关心
不够的地方，还请你多多包涵。最近教育局给咱学
校一个到市区学校交流任教的名额，经过学校研
究，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以后见到老同学，你可
要为我美言几句啊……”

“哎，老公快醒醒，再不起床你要迟到了。”妻子推
了田野一把，他连忙从床上爬起来，睁开惺忪睡眼，才
发现原来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魏建彪

小人书的故事
如果有人问我，童年时期有哪些特别开心的事情，

我会说出不少，但看小人书一定是排在前面。
周末吃完早饭，我用木棍挑着废品，到街上的废

品店去卖。废品少得可怜，就是点破尼龙纸、破鞋
底、锈烂无用的铁器，还有几个牙膏壳、鸡黄皮、甲
鱼壳。母亲答应，卖了废品后，可以让我买一本小
人书，这让我很高兴。

新华书店里，一本本小人书平躺在玻璃柜里，静静
地等着我检阅。一张张彩色封面，各种各样的图画，精
彩纷呈，勾住我的眼睛。看中了几本，价格有高有低，
厚点的2毛多，薄的8、9分钱。买哪一本呢？脑子里思
来想去，终于下了决心。

拿上散发着油墨书香的小人书，刚跨出店门，就
低头看起来。走着看着，有时会停下脚步，站着看一
会儿。特别吸引人处，干脆在路边坐下，待几页细细
看完再站起来继续前行。走到半路，书已翻到最后，
意犹未尽。

有时我会跟着奶奶，到做裁缝的姑夫家去。表兄
弟有二三十本小人书，每次去，里面总有一些新书。
进了家门，立马在几个房间窜来窜去，把找到的书搂
在一起，寻个安静角落安心看小人书。到了饭点，带

着一本到饭桌上，嘴里嚼着大鱼大肉，眼睛看着小人
书，不理会奶奶姑姑吃完了再看的劝说。大约小半天
时间，该看的全部看完，一件大事就算完成。

那几年，看过的小人书真不少，有古典小说、传说、
历史改编的，有电影故事绘就的，有反映先进人物事迹
的等等。一些小人书，不少人手头都有，也看过很多

遍，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后来才知道，这些小人书的绘
画者都是很有名气的，画画时下了很大功夫。比如《鸡
毛信》的绘画者刘继卣，是国画大师，总到动物园采风，
速写狮、虎、熊、猴等动物的百态。出彩的图画，再配上
凝练的文字，小人书就成了图文并茂的精品。现如今
品相好的，已成抢手的收藏品。

有一次，我和表兄一起看一本地下党运送药品，支
援新四军打日本鬼子的小人书。里边有一幅图的右下
角，地下党员威风凛凛侧立着，左手叉腰，右手斜举驳
壳枪，枪口喷出愤怒的火焰；图的左上角，是在长着杂
草的土丘上，中枪的叛徒身子后仰，一只脚站立，一只
脚朝天，扭曲惊恐的脸十分丑陋。文字里有“地下党员
甩手一枪，叛徒应声倒地”的描述，盯着画面，我俩议论
许久：驳壳枪能打这么远吗？地下党员一甩手，就能打
中叛徒，枪法有这么好吗？坏人都长得这么丑吗？……
心存诸多疑惑，图画和文字对视觉的冲击真是太大
了。几个月过去再次碰头，我们脑子里还没放下这
页，围绕着图画应该怎么画、文字应该怎么写，读者
才更容易接受，继续热烈谈论。

一晃差不多五十年过去了。下次见到表兄，我一
定要问：“还记得‘甩手一枪，应声倒地’否？”

事如烟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凡人生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金心

为生活打拼的你们

忍俊不禁地刷着抖音，看家人朋友拍的“美颜
怪妆”小视频，突然目光被深深定格在一个个底层
打工者身上。透过屏幕，看到他们或在建筑工地、
或在简陋工棚、或在田间地头……每一个故事都揪
扯人心，每一张抹满污渍风霜刀刻的面庞，都给人
一种疾风中“劲草”的顽韧和为生活打拼的“倾尽全
力”。这个抖音号的创建者是我的记者朋友阿薛，
而“关注农民工，关注弱势群体，真实记录他们的生
活状态”正是他的拍摄定位。

其实在我们身边，总能遇到那种虽“身处崖
壁”，生命却像山花般顽强绽放的女子。记得有次
清晨与丈夫赶往汽车站，经过一个卖烧饼的早餐
摊，摊主是一对年轻夫妻，丈夫在铁皮炉膛里忙碌
地贴饼翻取，有顾客上前，又快速地递饼收钱找零，
妻子手底如飞地揉面擀皮，她身后还用背带背着熟
睡中的孩子，我随口问了句：“你这么辛苦还带着孩
子，真不容易，你们早上几点起来？”她轻轻一笑道：

“我们凌晨两点多就起来了，孩子太小，把他一个人
丢在屋里不放心，我们都年轻，吃点苦没什么，只要

生活有着落，心里就踏实。”
小肖是位来自皖北农村的打工者，我是在“嘀

嗒拼车”平台搭乘他的车，认识了这位“励志哥”。
小肖的父母都是忠厚老实的乡下人，他家兄弟三
人，他明白自己的未来只有靠自己去打拼。于是这
些年，他虽没学历却吃得了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他的休息日加起来手指能数得清。他就像一个“工
作机器”，年复一年地努力工作。就这样，他在家乡
贷款买了一套房子，还买了一辆车，下班后捎带着
用“嘀嗒打车”平台去载客拉人。当我竖起大拇指
为他的拼劲称赞感叹时，他幽默地来了句：“幸福都
是奋斗出来的！”

我想起那位爆红网络、96岁高龄还在夜市卖煎
饼的老奶奶，当别人问她，这把年纪为何不在家中
享清福，还要出来摆摊时，老人家淡然道：“我觉得
在家闲着挺难受的，就算老了，也要做点有价值的
事情。”人生暮年，竟有这般难得的“活到老，干到
老”的心劲和生活态度，让人肃然起敬。

致敬劳动者，你们的每一滴汗水中都凝着不屈
的毅力，每一步的负重前行都展现出劳动者的风
采。你们的埋头苦干撑起一个家，带给人们的却是
一种昂扬向上的积极奋进和不畏艰辛的力量。

□杨科社

痛 别 父 亲

相物语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大哥，咱爸走了！”清明小长假
头天清晨，我刚起床就收到小弟发
来的微信。顿时，只觉得头晕、心
慌，鼻酸、喉噎，油然滚落几颗泪
珠。有关父亲的往事如同电影浮现
在我眼前。

父亲 9岁前，其两个弟弟还有
我爷爷，当时就因霍乱相继离世。
万般无奈之下，奶奶领着年幼的父
亲，于 1945年正月一路逃难回归故
土，投奔姨奶奶所在的秦川农村，一
家三口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饱尝了
人间的辛酸苦辣。

父亲早年生活贫寒却不乏志
气，一米八二的个头从未向命运屈
服。1956年秋，以全班第五名的成
绩从小学毕业的父亲当选为生产队
会计；1958年冬，又西行入陇千余
里，远赴兰州市变压器厂工作，后在
奶奶的催促下重回秦川；1959年 6
月，父亲投身教师队伍，陆续在村镇
六所学校任教；1977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小学班主任、教学主任、
点长、校长，教书育人二十五载，勤
勉笃学，诲人不倦，为乡村教育绽放
了生命的光和热；1984年元月，又以
近知天命之龄，调任镇政府供职十
五年，热忱服务乡村群众，赢得一方
百姓口碑。

父亲严于律己，不沾烟酒麻将，
严格要求子女，学习积极上进、专心
致志，做人诚实守信、敢作敢当。您
先后送两子一孙携笔从戎，一家两
代三人多次立功受奖，分别跻身军
警校尉行列。

父亲自幼酷爱书法，闲暇锲而
不舍、笔耕不辍，加入陕西省老年书
画协会，书作独具特色，几经报刊发
表。他乐善好施，不求回报，几十年
如一日，义务为父老乡亲婚丧嫁娶

书写对联，享誉方圆。横竖撇捺有
出处，丹青难写是精神。您书写中
国汉字，抑或抒发了一个男子汉直
面坎坷人生的雄心壮志、不屈不挠
的精气神。

父亲一生半工半农、耕读传家，
孤身支撑门户，养育儿女、含辛茹
苦。年逾花甲退休回村，欣然躬耕
陇亩、点瓜种菜，兴来挥毫泼墨、笔
走龙蛇。难能可贵的是，您耄耋之
年尤为子孙修房建屋忙前跑后，倾
心尽力。身卧病榻一百日，儿女谁
闻父呻吟？此生长忆关山月，不照
人间泪满襟。父亲，您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的精神，您勤俭持家、艰苦奋
斗的品德，您自强不息、习书不止的
毅力，将永远成为我们人生路上奋
然前行的不竭源泉。

父亲，在您的棺柩居家存放期
间，断续月余的阴雨天竟然一直晴
朗。然而，在您的遗体安放后的
翌日薄暮，一场风雨却凭空突降，
可去坟茔祭奠您的孩子们却在雨
前安然回家。昔日，我身着戎装，
曾为保家卫国镇守边关站岗放哨。
春夜，我披一身雪，特为父亲修建坟
墓安全来回巡逻。

出殡前后，前往父亲灵堂吊唁
的亲友络绎不绝。旷野路畔的紫
荆、山茶、月季花五彩纷呈。暄天鼓
乐、震耳欲聋；繁花似锦、燕雀蛙
鸣，而荡漾在我胸中的却是《春天
里》的唱词：“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
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风和日丽，田野无垠。正是荆挑
满枝头，扶杖痛别泪花流。父亲，您
可知道？有几只可爱的燕雀不时在
您的坟茔周
围叽叽喳喳、
飞来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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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行

一 条 新 规
年初，某公司出

台了一条关于劳动纪
律的新规。

新规明确：“2月份起，所有员工进电梯必
须先迈右腿。不管此前是习惯先左腿还是右
腿，从新规执行之日起，每个人进电梯统一先
迈右腿。此条规定要纳入员工年度考核，对
不执行新规者要采取一票否决，取消本人年
度评优、晋职晋级资格，所在部门也丧失年度
评优资格。”

新规一发布，公司上下哗然。有人说：“我
把活干好就行了，还管我先迈左腿右腿？”更有
自认为懂法的人说：“法无规定不可为，《劳动
法》里有这条规定吗？”

民意反映到高层，高层表示这些都在意料
之中，并责令智囊团队连夜制定新规实施方
案。10 多名公司精英经过一夜草创，形成一
个各方面考虑比较周全的方案，高层阅览后一
次通过。

这个方案以责任制的方式明确了推行新
规主要措施：一是新规在颁布后一个月起执
行，从颁布到执行的这个月，为公司“先右腿”
活动培训月。由技术部门负责开发一套脚影
记录智慧系统，对每个人进电梯的动作做记录

和分析判定，培训期间，智慧系
统可作为辅助教具。新规执行
后，智慧系统将用于数据采集，
作为年底考核依据。二是确定
此后每年 1 月为“先右腿”活动
强化月，以巩固强化“先右腿”培
训效果。三是由宣传部门负责
起草一篇关于在公司开展“先右
腿”活动的动员，宣讲新规的出台，是为了进
一步增强大家令行禁止的意识，提升对公司的
归属感，在公司培育忠诚文化。“先右腿”活动
培训月结束后，新规正式执行。

通过智慧系统提供的一周情况分析，推
进效果出奇好，大家都执行得不错，只有一
位新入职员工，总是被捕捉到未落实“先右
腿”行为。

技术部门好意将数据反馈给这位新员工
和他所在部门经理。经理便找他谈了次话。

“平时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
“没注意。”
“腿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能不能先迈右腿？”
“能。”

“进电梯呢？”
“进别的电梯行，进咱公司的就不行了。”
“奇了怪了，怎么就不行了呢？”
“也不是腿不行，而是它不行！”新员工指

着自己的脑袋说，“还有它也不行！”他又指着
自己的心脏说。

经理明白了。“兄弟，我明白你意思了，我
知道你有思想也有灵魂。这样，算我拜托你
了，在公司咱只说腿的事儿好不？”

“我也想啊，但它和它不干啊？”新员工再
次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和心脏部位。

经理知道他遇上死心眼了，也就不多和他
说了，便叫来一老两新三个同事，让他们去和
死心眼聊聊。

新员工甲说：“我也知道这规矩多少有点
儿别扭，不过又不是什么多大的事，不让你少

肉不让你掉皮，也不会少你工资，
你配合一下，不要在这种小事上
丢分嘛。”

死心眼摇头。
新员工乙劝他：“平时走路不

也是先迈一条腿嘛，也没见你是
跳着进来的，也没把门槛给你修
两米高让你和刘翔比，较那个真

干嘛，稍微注意一下先后顺序不就好了嘛。”
死心眼不语。
好心的老同事把他拉一边出了个主意：

“我知道你不想勉强自己，那以后你要进电
梯都叫上我，我不在叫小甲或者小乙，你就
站我们身边，我迈腿的同时你也迈腿，随便
哪个腿，智慧系统拍不出你是用哪条腿，它
还没那么智慧。”

死心眼依旧沉默。
好心的老同事又想了一招：“其实还有一

种操作，一般人我真不告诉他，你可以给自己
做个面具，让他进来的时候戴上。”他用下巴指
着新员工甲：“他替你进电梯，你就走楼梯算
了，反正你办公室就在三层。”

死心眼还是不答应，口中还振振有词：“你
们不用劝我了，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你负责，承担得了吗你？你一个人考核
不过就算了，害得整个部门考核都要受你影
响，你负得了责？”在一边静观事态的经理终于
忍不住了。

“这……”死心眼的态度终于松动了，看起
来他什么都不怕，其实还是有怕的——他最怕
给别人添麻烦。

此后，死心眼也和大家一样，每次在智慧
系统的监督下，右腿先进入电梯。

某公司“先右腿”活动得到全面推行。
几个月后的一天，死心眼死了，死于意外。
当日的电梯监控和智慧系统的影像显示：

那天进电梯后，电梯一开始运行，死心眼就用
右腿连踹电梯门，说踹其实不像是踹，就仿佛
那条腿上粘上了什么放射性的元素或者那条
腿本身就不是自己的一样，他似乎使劲儿想把
腿甩离自己的身体。

电梯轿厢门终于被他踹开了，电梯还在上
行，于是那条右腿带着他的全身，整个人被卷
进了正在运行的电梯里。

据事后负责清理他遗物的刑警描述，死心
眼的一个晨会记录本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每
次进电梯，就觉得自己被侵犯了一次。”刑警
边描述，边不可思议地摇头。

事情发生在好几年
前。当时，微信还没有
普及，大家出门买东西
时大多带着现金。那
天，我带了一张百元大
钞和几块零钱打算去楼
下菜市场买点韭菜。由
于经常去，也就认识了几
个相熟的摊贩，每次买菜
时，我都会去他们那里购
买。这几个小商贩卖起
菜来不缺斤少两，也总是
给我优惠。不过那天我
过去后，一家刚好把韭菜
卖完了，另外两家则没有
卖韭菜，只有旁边一女摊
主那儿有韭菜。

说实话，我实在不想
去那个快 50岁的女摊贩
那里买菜。给人的印象
不光嘴巴厉害，而且听
买菜的人说，她卖菜从
不优惠。不过，今天要
吃韭菜饺子，不得不光
顾她的生意了。

她手脚麻利地帮我
称好韭菜，说：“7 块 1
毛钱。”虽然没打算让
对方便宜，但我还是抱
着试试看的心情和她
讨价还价：“7 块钱行不
行？”她果然面无表脸地又重复一
次：“1 分不少。”我在心里叹息了
一声，递给她 8 块，让对方找零。

买完菜后，我来到市场的东
头，打算再买点肉陷。一摸口袋，
惊出我一身冷汗，出门时装在口袋
里的那张百元大钞不见了。仔细
回想了一下，来到市场后，我只在
那位女摊贩那里掏钱买过东西，其
他时间不曾伸手掏钱。也许，是钱
落在她那里也不一定。

想到这里时，我立即
有种万念俱灰之感。女
摊贩是什么样的人？一
毛钱都不会少你，何况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 100 块
钱。如果钱真掉到她那
里，打死我也不相信能找
回来，可我又心有不甘。
最后，我决定还是去她那
里问问情况，再说，钱也并
不一定真落在她那里。

远远的，我还没有走
到女摊贩跟前，就看到她
满脸笑容地向我招手。
我还以为她又想让我在
她那里买菜，于是装作没
看见，面无表情地走过
去。待走到摊位前，还没
等我开口，她爽快地问
我：“大兄弟，你是不是在
找这个？”说完，她将手中
的一张百元大钞在我面
前晃了晃。

当时我的脑袋一片
空白，只是机械地点了点
头，半天一句话没说出
口。她爽朗地一笑将那
张百元大钞塞到我手中，
同时大着嗓门说：“你走
之后，我才发现你把钱掉
到菜里面了，本来想喊

你，却不见你人影。刚好你找回来
了，真是太好了。不过，下次可别这
样粗心大意了！”望着她那平凡而朴
实的笑容，我想到之前对她的成见，
忽然一下子羞愧得不知如何是好。

现实生活中，我们都要对他人
多一份信任和理解，少一些抱怨和
指责，不能总戴着有色眼镜看对
方。要相信
人间有爱，心
随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