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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谢家，一个普通的家庭。退役老兵

爸爸和一个劳模妈妈，生了四个娃，取名

珍、南、梅、兰，我是排行老小的兰。

爸爸当年退伍后到刚组建的钢厂做了

开荒牛。百业待兴，虽然爸爸没有多少文

化，但工作很忙，他从基层做起，做到单位

书记后退休。他的努力，我们没有看到，但

一定很不简单。记得有一次，光顾忙着单

位工作的他让我们姊妹几个自己做饭，结

果年纪尚小的我们只顾玩，居然把饭煮糊

了。爸爸回来后一脚把饭锅踢到门外去

了，紧跟着还爆了一句粗口，那个威严劲，

把我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我现在才明

白，这是恨铁不成钢啊。

劳模妈妈更是个不沾家的工作狂。打

小我们就只知道妈妈是戴着大红花到处开

会的、俗称“老黄牛”的先进工作者，辅导作

业、开家长会等管理我们几个小的，都是

“二娘”（我们的大姐）替她完成的。世事无

常，我才十五岁，妈妈就因病去世了，未能

给妈妈尽孝，是我一生的遗憾。

妈妈临终时，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

们四个和她的妈妈。当爸爸拿出一叠汇款

单后，我们才知道，外婆没有儿子，姨妈也

远嫁外地，妈妈一直寄钱回去给外婆，承担

赡养的义务。于是，我们几个小孩决定继

续妈妈的遗愿——赡养外婆，之后的二十

多年，我们给外婆的汇款从未间断。外婆

去世前最后一次和我们见面时说：“你们寄

回来的钱，多数都攒下来了，有几万吧，够

我办理后事了。”我们听了，在伤感的同时，

多少有了一些安慰：替妈妈尽孝，我们坚持

下来了。这二十多年，哥哥默默地坚持每

年回老家给妈妈扫墓、看望外婆，我们姐妹

也会在时间合适的情况下参与。有一次我

带儿子一同前往，他也深受感动，前往火车

站的路上，他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乞

讨，马上买了面包和水送到老人手里。那

一刻，我感到很欣慰，瞬间觉得传承的力量

是多么的强大。

大姐不愧是老大，就是牛！几十年不

变的身材，彰显出其严格自律的风格，靠自

己的努力，飚得一口流利英语，在学校任

教，赚来学生们的叫好一片，班级成绩总是

名列前茅。她总是教导同学们要努力学

习，争取优秀，要执牛耳，要拿冠军，要做最

牛的班级，他们班的英语成绩，也始终在学

校名列前茅。大姐又是一个时尚之人，从

她那里总是能最早看到固定电话、子母机、

BP机、小灵通、大哥大、模拟信号手机、数字

信号手机、网络、智能手机以及拉风的时装。

哥哥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但对家里的

事情一般不拿主意，安安分分做一个普通

工人。后来，经过一通“神一般的操作”，哥

哥做了可能是他这辈子最正确的事情——

娶了伶俐嫂子进门。嫂子不仅名叫伶俐，

还真的聪明伶俐，我们确定她是来帮谢家

拿主意的：老爸的证件在哪里，只有她才知

道；哪个时候吃药、吃几粒，只有她才知道；

客厅装不装空调、装多大，只有她才能定。

在强势的嫂子面前，我们不敢出声，但是嫂

子把家弄得井井有条却是有目共睹，不能

不服。有了嫂子，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转得挺顺溜的，“妻管严”哥哥的小日子，过

得非常满足。

二姐二十岁那年，在哥哥的朋友中，一

个长相酷似刘德华的帅哥闯进了她心里，

于是上演了言情剧里的精彩章节：二姐要

结婚，爸爸不同意，两人互相不吭气，不说

话，都像气鼓鼓的牛。这种情况僵持了挺

久，突然有一天，二姐悄悄偷走家里的户口

本，与小帅哥领了结婚证，我有了二姐夫。

然而他们的女儿出生后没多久，俩人就离

婚了，二姐只身出了家门。一年后，又遇到

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的男生，相貌甜美的二

姐再次陷入恋爱之中。一次卡拉OK晚会

上，男生突然向二姐献唱一曲《只想一生跟

你走》，瞬间感动了二姐，于是，我很快又有

了第二个二姐夫。

参加高考那年，我们家仍然挤在一个

很小的房子里，面积非常小。准备冲刺高

考时，我看书、做题弄得很晚，有一次睡上

铺的二姐被我吵醒后模模糊糊睁开眼睛，

问我怎么还不睡。我说：“老师说的，知识

改变命运，我想多看会儿书，以后不用跟你

争这个上下铺，我如果闯出去了，你就能一

个人一间房了。”貌似听懂了的二姐，又甜

甜地进入了梦乡。之后我真的金榜题名、

梦想成真，现在已经从事上我喜欢的设计

工作。

生命就是一趟开往终点的单行列车，

一路上让你遍尝酸甜苦辣，感受喜怒哀乐，

微笑面对所有发生的一切，这就对了。没

有多少文化的父母其实给我们起的名字寓

意很好，暗含老谢家各人的品质：老大为

“珍”，高贵而时尚，是大家学习、看齐的榜

样；老二为“南”，寓男，男生文雅、稳重即

好，娶妻互补后更佳；老三为“梅”，寓意不

为困难所阻，关键时刻又敢于求变，有梅开

二度的勇气；老四为“兰”，兰花开在哪里，

哪里香气四溢，意指知识改变命运。

如今，大姐、大哥、二姐和我都已经年

过半百了，我们的孩子也已成家立业，大

姐、二姐都已升级为外婆，有了“狗崽”和

“牛崽”。二姐休息日会带带“牛崽”，她说：

“这小子，说不睡就不睡，哭声如雷，说不吃

就不吃，就不张嘴；不用说，就是老谢家的，

脾气贼像！”

老谢家点点滴滴，说来都是家常的烟

火味，但是它既有粤菜的清淡原味，又有川

菜的麻辣鲜香，还有湘菜的火辣劲爆，更有

东北菜的筋道实诚，活脱脱就是一个《人世

间》的现实版。

以孝为先，不畏困难，始终坚持、昂然

向前的老谢家，“牛脾气”正在精彩延续

……

老谢家的老谢家的““牛脾气牛脾气””
□□谢玉兰谢玉兰

记忆中的外婆家，是外公

的摇椅和大折扇，是一碗又一

碗的甲鱼汤。19年前的冬天，

外公离开了人世间，那时我年

纪尚幼，只记得外公生病之后

脾气不好，但对外婆格外温柔。

妈妈给我讲的第一个爱情

故事，主角便是我的外公外婆。

1946年，外公出生在祖国

的边境——满洲里，那座我生

长的小城。曾听妈妈提起，外

曾祖父曾任当地铁路公安处的

处长，家里的房子可漂亮了，是

前苏联建的纯木制成的‘木刻

楞’，没有一块砖瓦。妈妈说，

那些特别的建筑现今依旧保留

着，已全部被政府征用，列入保

护文物之属了。

“我可不是什么公子哥。”

1968年 2月，外公来到图里河

镇，从一个“小少爷”变成了一

名光荣下乡的知青，也遇见了

正在读师范学校的外婆。我心

中的图里河镇，是冰天雪地里

的帐篷和满是老茧的肩膀。记

忆中，外公的肩膀很不一样，皮

肤上有一层厚厚的茧，又丑又硬，可外公

却对年幼的我说，那是他一生的荣耀。外

公下乡后，起初在耕地上劳作，在草原上

放牧牛羊，挑过扁担，也打过羊草。后来，

他加入了图里河生产一队，成为一名建筑

工人，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时

光。“劳动人民的双肩”来之不易，“我那时

候每天挑水担，肩膀的皮磨破了、流血了，

一觉醒来结了痂，可担子总是要挑的，伤

口又被磨破了，周而复始，久而久之就成

了茧。”我还记得外公说这段话时的样子，

他躺在摇椅上，手里挥着大折扇，表情有

些夸张，像在讲可怖的故事，但眼神里却

是快要溢出来的自豪。“我们住的是大帐

篷，几十个同志睡在一个帐篷里，帐篷下

面就是一层厚厚的冰碴子，那时候的床是

木板搭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呢，哪像现

在，还能躺在摇椅上。”在那个祖国北疆的

极寒之地，每一个“同志”都在为祖国的未

来贡献力量，而外公也活成了他理想中的

样子。

几年的知青岁月是外公一生中最宝

贵的财富，有些东西，是书本里学不来的。

1970年 9月，积极向上的外公

因读书时成绩优异，被选拔到

铁路沿线的西尼气公社里做

小学教师。期间，外公表现出

较强的的教育天分，在第二年

的 5月被选送至齐齐哈尔铁路

工程学院读师范专业，圆了大

学梦。

从农场、工地到学校，外

公外婆的爱情是真正的“革命

爱情”。1972年 3月，外公和外

婆一起回到了满洲里市。外

公回到他的母校——满洲里

铁路中学，成为了一名光荣的

人民教师。后来，外公一直从

事行政管理工作，外婆则成了

铁路系统的名师，因为工作中

的出色表现，1989年，外公外

婆同步上任铁路系统学校的

校长，外婆也成为闻名远近的

女强人。

上世纪 70年代，冬日里的

满洲里是没有新鲜水果的，外

公会去山东省为全校教职工

采购苹果，每年一次。外婆

说，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

茶几上有个漂亮的玻璃果盘，果盘里摆着

吃不完的新鲜苹果，红红的，很大颗的那

种。外婆很喜欢述说她和外公对教育事

业的热爱。在中华民族飞速发展的历史

洪流中，外公和外婆手牵手，也肩并肩，从

住平房到住楼房，从骑单车到开汽车，从

粗茶淡饭到营养搭配。跨越数十年，他们

的爱情见证了大国崛起。

图里河镇是外公外婆相爱的地方，而

那段艰苦的下乡生活也给外公的身体留

下了永远的印记——他患上胃病。外公

患胃癌后，外婆常常煲甲鱼汤，说是补身

体最好的东西。外婆至今仍会偶尔提起：

“到了享受的时候，老伴儿却不在了。但

‘奋斗’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他的一生

是奉献的一生，我以他为荣。”

外公生命的年轮，是与外婆并肩作战

的奋斗岁月，举案齐眉；是日复一日的教

书育人，不知疲倦；是见证时代变迁的奉

献，无悔无怨。今天，我真想让外公看见，

最舒适的地方不是摇椅上，补身子的不只

有甲鱼汤，冬天的苹果也超级香甜。

真想让您看见，这盛世，如您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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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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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接到邓哥的电

话，说给我邮寄了一包

点心。我们东拉西扯聊

了许久，说起离别已是

两年有余，不禁一阵唏

嘘，奈何兄弟们就算一

城之隔也难相聚一堂，

更何况他在武汉我在四

川。自 2018 年毕业以

后，感觉光阴好似一只

巨大的蜘蛛，它绕着时

间的河流缓缓编织着一

张生命之网，这网既是

安身立命的宝器，也是

画地为牢的笼子，那些

丝线恰似在这里遇到的

人和事，上面粘着的是

生活的酸甜苦辣与悲欢

离合。

刚到公司时都是青

涩 且 激 情 满 满 的 小 伙

子，那会儿都有许多对

生活的期盼和工作的畅

想，虽然现在也有些劲

头，但比起几年前感觉还是略逊一筹。许

是年龄大了吧！我是幸运的，见习阶段能

够留在建筑公司党工部，一方面在公司本

部比较稳定且能更快学习到系统的业务工

作，另一方面党工部是个文化氛围浓烈且

充满友爱的团队。种种熏陶下，我一直没

有离开公司，而有些同时进入公司的兄弟，

可能缺乏一些坚持下来的元素，没两年就

离开了，其中不乏老彭、睿哥、郭子等昔日

好友。对于老彭我是惭愧的，他临走前让

我帮忙照顾几只猫咪，每天抽空去铁道新

村居民楼顶上放些食物，岂料我连自己明

天会在哪里都不知道，至今他留下的猫在

何方流浪或是客死他乡也未可知。

两年前我从公司党工部调到项目部任

职，临走前一周，从项目部调来接替我工作

的聪哥就来报到了。聪哥是个幽默风趣的

人，我们一见如故、“臭味相投”，在交接工

作的过程中彼此聊了很多，有工作的喜怒

哀怨，也有生活的如不如意。聊得兴起索

性便住在了同一个宿舍，也算是我到公司

后遇到的不可多得的好兄弟之一。临行前

拜别了一众要好的兄弟，我不禁感慨，总要

从熟悉的地方漂往陌生的地方，学生时代

如此，参加工作后这种漂泊感更胜，到了下

一站也不知有怎样的人和事在等待着自

己。看着情绪低落的我，聪哥打气道：“海

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再说了，去经历才

有趣，不是吗？”也就是他这种喜欢漂的人

才不在意这些。又过半年，聪哥被调到了

孝感项目，今年初在公司巧遇他回来办事，

这哥们儿还是那般自信乐观，真是羡慕他

这种坦然的生活态度，也感谢他能以这样

的状态感染着我。

在项目上工作这两年里，最大的乐趣

是闲暇之余和几个好友出去钓鱼。最初一

起行动的有老余、老杨、峰哥、志哥等近十

人，到 2022年初只剩下志哥和我俩人了。

我们这个小团体仿佛有个传统，每当有人

要离开前，大家都会陪他去老地方钓最后

一次，仿佛是要完成某种仪式。这两年，人

员流动是最频繁的，很多人都是刚熟悉就

要离别，有退休的、有调离的、有辞职的还

有待岗的，他们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但又

不完全是，至少有些兴趣相投的依然还有

联系。每到周末，几个兄弟便吆五喝六地

要去过过钓鱼瘾，峰哥是不用刻意去约他

的，但凡听到点风声，即使相隔百公里开外

他都要跑来凑凑热闹，他是个珍惜情义的

老哥哥。

人在异乡漂泊，生活的插曲千千万万，

周遭的朋友往来更替，或许正是因为有一

群无论相隔多远多久，心依然时常在一起

的热情之人，在这陌生的城市才不显得孤

独吧。一抹真情，足以他乡慰风尘；但结良

缘，人生何处不相逢。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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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春
元

耳畔响彻的声音

复合着多样的况味

说有行囊相伴步履

说有雨伞撑在心里

别样的风

吹了彤红的旭日

别样的雨

微微凉了霜月

月台上的人群

启缆码头的船舷

幻化成了春潭秋池

等候的 送行的

湿淋淋的眼睛

都是身姿和身影

老宅之青灯迷人的光

穿透骨头和血液

清风黛岭的山色

加重永不遗忘的那个院子

天边的火烧云

仿佛托这黄昏

于收工的垭口归根

一叶勾向泥土的草儿

尖上寄居着孤单的露滴

月之初上的树影

诠释路上的脚印

那高一脚低一脚的崎岖

拉扯着灵魂

沉而不滞的时光里

伤而不滥的日夜里

谦卑的人

敬畏的心

凡尘的原野

俗事蜿蜒了田塍

清荷的塘里

翠绿着母亲的叮咛

淡菊在坡地

不见消瘦

秋空的诗词

这远方尖利的松针

在风朝月夕中

扎着胸扉内外

最柔弱的穴位

和渐白的两鬓

图：日落珠江畔

唐昌华/摄

汽 笛
（外二首）

□胡安超

一件小事，足可以折射出一个人的人

生态度。漫漫人生长河中，总会有那么几

件事、几个人、几句话触动过我们的心，让

我们牢牢记住。

我曾有一双黑色系带休闲皮鞋，因它

既轻便又舒服，我很喜欢。只是这双鞋的

鞋带是圆形的，走几步路就会散开，弄得

我异常郁闷，生气却又没有办法，任凭如

何抱怨，它该散开还是散开。在一次与同

事散步的时候，它又肆无忌惮地散开了，

我只好蹲下身去系好。这次我的耐心到

了极限，一边抱怨着，一边下定决心将这

双鞋彻底打入“冷宫”。“先将圆形鞋带打

个死结，再系蝴蝶结就不会开了，何必因

为一副鞋带而放弃整双鞋呢！”同事的一

句话让我豁然开朗。

或许大部分人和以前的我是一样的，

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总习惯于消极

的思维模式。当一件不如意的事情发生

时，我们总会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

我，以一种受害者的心态纠结抱怨，将问

题全部归咎到别人身上。这样看起来好

似与己无关，实则是不敢面对，逃避责任，

长此以往，对自己的成长和发展都是极为

不利的。

哥哥是我初学羽毛球时的老师。可

他真是缺乏耐心，才练习了几下，就怪我

拍也拿不好、球也接不到，弃我而去，空留

我独自对着羽毛球发呆。眼看着自己的

兴趣即将搁浅，我转念一想：既然别人不

教我，何不自己教自己？羽毛球是有弹性

的，遇到障碍物就会弹回来，只要找到一

个合适的障碍物，学习羽毛球不成问题。

我最后选定了我家的白墙，它岿然不动，

又不会对我嘲笑指责，以它的“不变”应我

的“万变”，再合适不过。于是我静下心

来，业余时间努力练习，从接不到一个球，

到偶尔能接到球，再到接发自如，白墙上

的点点印记见证了我球技的增长。后来

与哥哥打球，他对我刮目相看，讶异的眼

神似在问我如何成长这般迅速。我不答，

故作深沉冒出八个大字：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气煞他也。

一念之间，就会进入两种不同的态

度。现在的我开始慢慢学着积极地思考

问题。当一件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时，我会

想怎么样才能解决问题，怎么样才能更

好。思维模式变了，态度就变了；态度变

了，境遇就变了；境遇变了，心情自然就

变了。

朋友，想要开心快乐地生活工作吗？

那么请转念一想。

一 念 之 间
□梁明清

近来读了《以奋斗者为本》一书，其中

提到：“我们（华为）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机

制，让水流的速度快一点，把上面的泥沙

冲掉，让年轻有为的上来。”这让我联想到

在这个炎热的七月，深圳公司又要注入一

大批“新鲜血液”。届时，相信每一位新员

工都会满怀热情，励志奋发图强，努力成

为优秀的工程人才。

现在不少的年轻人总爱埋怨自己生

不逢时，感叹自己没有机会。但是，机会

是留给有备而来的人的。俗话说，“三百

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们”正是

因为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让自己

奋斗的汗水浸透出胜利的花朵，才能够

成为最优秀的代表。所以，机会需要自

己去创造，要善于展现自己奋勇拼搏的

一面。

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才”创造出更大

的价值？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认为，要

发挥自己的价值，要从“力”“心”“德”三个

方面去激发，去创造。

力，是提高才能的基础。办事的能

力，是一个人有无价值、价值大小的最直

观体现。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充实

自己的能力，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技能。

心，是发挥才能的必要条件。有力而

无心，比有心却无能为力的人更糟糕。心

也是判断有用与否的重要标准，要成为有

用的人，必须对家庭、对企业、对社会有责

任感，对人要真诚，做事要细心，工作要认

真，学习要谦虚。

德，是正确运用才能的有力保证。古

训言：“有才有德，物尽其用；有才无德，慎

而用之；无才无德，坚决不用。”这也是现

代管理者用人的重要准则。所以，想要得

到别人的器重，除了要表现出自己的能

力，还要磨练自己的品德，要有一颗感恩

之心。不要以为你得到的一切都是理所

当然的，每个人都应该互相帮助，学会感

激那些给予我们帮助和教育我们的人，并

且在适当的时候回报。

有德之人，行其正；有心之人，行其

稳；有力之人，行其远。做一个有力、有

心、有德之人，做一个有才、有用之人，做

一个拼搏、奋斗之人，企业中的每一名职

工，都应该奋力展现自己的能力，为公司

的高质量发展发光发热！

做奋斗的工程人
——读《以奋斗者为本》有感

□董润康

““开路先锋杯开路先锋杯””征文征文

忙 与 闲 朱红洲/摄

望乡 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