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意一天不如一天，这个仅有十多个工
人的红木加工厂，眼看着就要难以为继了。
停产吧，又舍不得，一旦行情好转，再想找这
些工人可就难了。老板陈宇知道，制作红木
家具的工人，可不是那些走村串户的木匠，
他们会烘烤、裁切、拼接、雕花、打磨、染色、
修补，这门手艺可不是轻易就能学会的。

现在最为难的是张玉山，在厂子不景气
的当下，他处在两头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
精通红木家具这门手艺，加上这些年没少下
功夫钻研，技术更加精到，他为自己拥有这份
手艺感到自豪。另一方面，红木家具不时兴
的时候，他受过冷落，后来城市农村都兴起了
红木热，他立刻成了香饽饽，哪家公司都抢着
要，老板们争着请他喝酒，许他高工资高待
遇，但他唯独看中了陈宇这个年轻人。陈宇
拿他当长辈一样看待，而他也觉得一定能帮
着这个年轻人，把家具厂搞得红火起来，不顾
所有人的劝阻来到了这个小厂。

前几年，他们合作得非常默契，可
近来不知怎么的，陈宇好像变了一个
人，之前承诺过给工人涨工资，不但没
兑现，反而拖欠了两个月的工资。工
人们都等着钱呢，生怕干得时间越长，
工资拖欠得越多，到时候老板跑路，一
家老小的生活就全都泡汤了。工人们
商量，想让张玉山去找找陈宇，工资什
么时候能给，大家心里也好有个底。

张玉山本不想去找，我跟陈宇非
亲非故，也是雇佣关系。可又一想，大
伙儿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于是，他出面找到
陈宇说，大家出来做工不容易，都是拉家带口
的，两个月没发工资，工人们情绪可大了，弄
不好就有想跳槽的啦。陈宇瞅着张玉山说，
别拿跳槽吓唬人，大不了我就停工，到时候你
们一分钱也拿不走！陈宇的口气很坚决，张
玉山觉得没有商量的余地，便说，陈宇，你说
话、做事要讲良心，没有我们大家，你能赚到
钱？你的红木家具能拿回那么多奖？当初，
那么多人给我高工资我都不去，就想着要帮
衬你，你可倒好，拖欠起工人工资了，你对得
起拿你这儿当自家厂子的工人们吗？陈宇的
脸一阵红一阵白，有些挂不住了，说，张玉山，
我敬重你，是因为你的手艺，别以为有两把刷
子就耍大牌，惹恼了连你一块儿辞！张玉山
恼了，吼一声，你不要一条道跑到黑！陈宇皱
皱眉，心想闹僵了不好收场，就说，我也是没
办法，现在市场不景气你也知道，我家孩子生
病，已经花了不少钱，后续治疗还需要很多
钱。年前购进的那批原木占压了大量资金，
实在周转不开，如果大家不能一起共患难，离
开就离开吧，所欠工资就做违约金了。

张玉山心说，这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陈老
板吗？孩子生病能花多少钱？这个借口也
太勉强了吧。他有些气不过，就把陈宇的话
带给了工人们，大伙儿一听就炸窝了，哦？
扣钱？陈老板还讲理吗？这不成黑心资本
家了吗？他是拿小孩儿生病当挡箭牌，压根
儿没把咱们放在眼里，他说别的理由咱们或
许还能理解，他这么说，跟咱们来横的，咱还
就让他立马兑现，非拿到工资不可。

陈宇听说工人要闹事，也来气了，传话
说厂里现在没钱，你们要么上班，要么回
家。张玉山想了又想，为了以后的日子不能
把事做绝，便劝解工人们说，大家别冲动，我
看陈老板不是那种刻薄人，你们还记得他请
咱们一起吃饭、喝酒吗？大伙儿说，是啊，陈
老板还算是大方，这个厂干到眼下不过半年
多时间，还赶上了过年，老板给每个工人发
了一箱酒、一盒馒头和10斤猪肉。一个工人
患感冒，他亲自开车送到市里医院，又交钱，
又陪伴。他曾经多次邀请张玉山去喝酒，当
然张玉山心里明白，请他喝酒，为的是拢住
他这个木工能人。人啊，不能光想着别人的
不好，还应当记住别人的好，更要懂得知恩
图报。

当初办这个厂，陈宇想得最多的，还是
每年能赚多少钱，至于工人工资这点小事，
还真没放到心上，企业效益好了，自然少不
了工人的，他吃肉少不了工人的汤喝。他虽
然称不上资本家，心眼里还真有资本家那套
观念，他觉得不是他剥削工人，而是工人剥
削他，因为没有这个厂，工人们就没有用武
之地，他办工厂给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工人

应该感谢老板啊，怎么能跟老板对抗呢？所
以他才会说出，要么上班，要么离开的话。

工人们可不是这么想，我们出来一天，
卖苦力、流大汗就为赚个衣食，你当老板的
是人，我们干活儿的就不是人吗？既然都是
平等的人，我劳动你给报酬天经地义，你凭
什么站在我们脑瓜顶上俯视我们，把我们看
成要饭的叫花子，厂子每一分利润都是靠我
们的心血和汗水换来的，没有我们，你去哪
儿赚钱。

停工让工人们家里的女人愁眉苦脸，有
人找张玉山商议要求陈老板复工。张玉山
沉着脸说，复工恐怕不容易啊。说归说，张
玉山又去找了陈宇商议复工。他在工人中
是年长者，也算是厂里的技术权威。停工以
来，工人们一直跟他保持联系，当然主要是抱
怨陈老板不够意思，也有人毫不客气地说，老
板私下用小恩小惠把张玉山收买了，说他牺

牲工人利益为老板效劳，这让他感到委屈。
因为他觉得自己与工人是一个战壕的，他给
陈宇的定义不是黑心老板，他只是想在陈老
板与工人之间搭个桥，让老板与工人之间的
关系融洽起来，不想却遭到了误解。

这天，张玉山来到车间，开动了电脑雕
花机，车间里立刻响起嘶嘶的声音。紧接
着，跟着一起来的工人，也开动了电锯，随着
电锯啃咬木料的叫声，厂房里弥漫起烧木材
的气味。工人把锯出的木板刨光，并拼装成
大块或小块的板料，闻到这熟悉的气味，人
们心里似乎轻松了些，但谁都不说话，闷声
不响地低头干活儿。

一名工人在电锯旁忙着调整木料，粗壮
的手臂上沾满了木屑，陈宇走进车间愣住
了，然后转向张玉山。张玉山骑坐在条凳
上，正以缓慢、准确的动作，轻轻地打磨一块
很细致的雕花木板。陈宇说，玉山叔，累了
就歇会儿。张玉山好像没听见，头也没抬，
话也没说，专心致志地打磨着雕花。陈宇有
些不自然，转向其他工人大声说，你们不要
这样好不好，不错，咱们是雇佣与被雇佣关
系，但你们说心里话，我陈宇过去对你们怎
么样？人们还是沉默。整个车间里，只听见
打磨和电锯的声音。陈宇摇摇头说，好吧，
玉山叔，你跟我出来一下。他们来到贴满各
种获奖证书的走廊，就听见一阵孩子的哭
声，同时听见一个陌生声音说，你先让孩子
睡一觉，如果还不行，就赶紧送医院。不一
会儿，一个戴口罩的陌生人匆匆走了出来。
陈宇拉着张玉山进到他那间办公室，隔壁就
是他和媳妇的卧室，因为舍不得雇人看守，
就自己住在厂里。

张玉山对这间办公室是熟悉的，陈宇曾
经多次叫他到这里，探讨改进工艺和开拓市
场什么的。您坐吧。陈宇说，自己在办公桌
后边坐下，张玉山立而不坐。我叫您来，因为
我最信任您，那些工人也都信服您，我不想
再跟他们争论，但我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
求，我看得出来，你们都恨我，这让我很难
受，现在我跟您说实话。他顿了顿，咽口唾
沫，接着说，眼下正是我最难的时候，咱们得
同心合力把耽误的工时和任务补回来。陈
宇不再往下说，仿佛在思考，稍稍沉了一会
儿，他抬眼看着张玉山，问，怎么样？张玉山
望着窗外，双唇紧闭。好了。陈宇又说，工人
们包括您都还赌着气，不过，当你们明白了我
的意思就会理解我的，就不会再恨我了。

张玉山回到车间时，工人们正在吃午
饭，他回到自己的工作台。工人们围拢过
来，问老板是怎么回答的。张玉山说，老板
啥也没回答。说罢，拿了挎包，正要吃饭，陈
宇跟着进来了，嘴里嚼着干馒头，顺手拿起
旁边不知是谁的杯子喝了口水，说，这次停

工对厂子、对大家都是个沉重打击，不过咱们都
不是孩子，斗气对谁都没有好处。我希望大伙
儿不要意气用事，只要大家帮我渡过难关，我绝
不会亏待你们。他的话说完了，像是扔在地上
的一团棉花，人们似乎没有听见一样。

大家回到各自的岗位上，陈宇抬手在张玉
山肩上轻轻拍了拍，忽然听到一阵铃声，陈宇急
匆匆跑回隔壁房间了。电锯又响了起来，车间
里，弥漫着刨花和汗水浸透的旧工作服散发的气
味。张玉山直起腰，想喘口气，把乱七八糟的心
思赶跑。正在这时，听到一阵120救护车的笛
声，工人们觉得蹊跷，间歇地停一小会儿，接着笛
声又急促地响起来。工人们不由得停下手中的
活儿。张玉山听着笛声，更显得愕然，继而缓步
向隔壁房间走去，工人们继续干活儿。陈宇突然
跑出来，差点撞到张玉山身上，他朝张玉山大声
说，我家闺女的病又发作了，救护车已经到门口
了。说完，便向大门口跑去。

听到这消息，工人们聚拢在张玉山周
围，不知所措地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厂
房里只听见电锯的马达在空转。一个工
人说，他家孩子当真病得这么厉害？但愿
不要紧吧。张玉山摆摆手，大家又默默回
到各自的岗位上，车间里重新响起各种工
具的声音，但大家都干得慢吞吞的，仿佛
在等待着什么。这时，有两个穿白衣的人
抬着担架进来了，陈宇跟在后面，大家向
他围拢过去。

陈宇说，孩子在卧室里脱衣服时，突
然摔倒在地上。说着，他痛苦地摇摇头，

向大家挥挥手，神色不安地钻进隔壁房间。担
架很快抬了出来，经过车间时，工人们都停下手
中的活儿，目送着担架离开。救护车的笛声又
响起来。窗玻璃倾洒进来金色阳光，照进鸦雀
无声的厂房，工人们一个个呆立着，一双双粗糙
的手，垂在沾满木屑的身体两侧。

下午的时间过得很慢。张玉山感到分外疲
劳，心头一直憋得慌，他真想找人说说话，但又
不知说啥，其他人也无话可说。工人们知道了
老板的难处，脸色一时都变得阴郁起来。张玉
山心里竟然冒出了“不幸”两个字，虽只是那么
一闪，但原来愧疚、沉重的心，似乎一下子轻松
了。他突然向工人们高声喊道，停！霎时，机器
声骤然停止。张玉山对大家说，我们都看到了，
老板的女儿得了重病，他有难言之隐啊！咱们
是不是应该加班加点干活儿，那样不仅可以拿
到工资，还可以让老板能有钱给孩子治病！我
建议，从明天开始，咱们每天加班两小时，不要
老板的加班费。

工人们听了，都默然地干起活儿来，并自觉
地把车间和工作台面，收拾得井井有条。当晚
8点，工人们才关了机器，一个个走进更衣室。
张玉山最后一个走出车间，他把整个车间打扫
了一遍，给满是灰尘的地面洒上水。他刚走进
更衣室，便听到厂院大门开了，知道是老板陈宇
回来了。片刻，头发略显蓬乱的陈宇出现在门
口，他望着从没这样整洁过的车间，目光扫向大
家的脸，他的表情在急剧地变化着。稍顿，陈宇
向前迈了几步，伸出手跟大家握手，人们感到很
不自然，但还是伸出了手。陈宇又疾步走到更
衣室这边，抓住张玉山的双手，两个人谁都没有
说话，但张玉山分明感受到了陈宇握手的诚
意。工人们心里都不是滋味，默默地相继离开
了。张玉山也换好衣服，朝着陈宇点了一下头，
便快步走出厂门……

张玉山回到家，眼前还浮现着陈宇女儿的
身影，他情不自禁地惦念起那孩子。媳妇问他怎
么回来这么晚，今天上班顺利吗？张玉山没作回
答，默不作声地望着窗外那薄暮中的龙湖，媳妇
叠好刚刚给他洗过的工作服，拿来一瓶老白干、
两个酒杯和一听罐头，在张玉山身旁坐下。张玉
山一边倒着酒，一边对媳妇讲了陈宇女儿病重的
事，说着说着，眼圈竟然红了。他把眼睛转向龙
湖，清澈的月光正在湖面上慢慢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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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冬天天短，一袋烟的工夫，远处的灯盏便出
现在空旷的原野上，像一个个灯笼。夜色渐深时，轻轻
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满院子的灯光，娘喜欢亮堂，灶台
上没有想象的那样冒着热气，想必爹和娘已经吃罢晚
饭。门帘儿的里面有动静，娘踩着暗红色的布鞋和我打
个照面：“咋这晚才回来，还没吃饭吧？”娘回头穿上棉
袄，迈着小碎步直奔厨房。爹从另一个房间探出头：“啥
晚不晚的，回来就好。”爹的膝盖刚做完手术，一瘸一拐
的，也去了厨房。

很快，柴草燃烧后焦焦的味道冲进鼻孔，心情释然，
这才是老家的味道。“其实也不晚，刚五点多，夜长昼短，
人没进家，太阳就溜溜地落山了。”我感觉还是有点晚
了。农村家家天黑就做饭，熟了就吃，没啥
事。吃完饭就守着电视看连续剧。娘不管
谁来，必炒的一道菜就是大葱炒鸡蛋。炒
鸡蛋的香气里带着大葱的味道。忽然发
现，娘的脸惨白惨白的，满脸的皱纹堆积在
一起，越发地显得苍老，眼皮艰难地往上撩
着。爹是认真的伙夫，不言不语地往灶膛
里填着柴火，红彤彤的光映照得爹的脸红
扑扑的，与娘的脸越发产生强烈的对比。
我的心里咯噔一声，娘是不是感冒了。

我用余光看见，娘坐在炕沿儿，端详着
我吃饭，我努力甚至是卖力地吃着，我知道
那样娘就会在脸上生出花朵。说心里话，
娘做的饭就是香。如今娘炒菜时盐放得多
少，有些掌握不好了，大多数时候是齁咸。
我们并不理会，也不点破，任由娘按照自己
的做法来，大不了就是多喝些水。每次回
来，娘总爱说些村子里发生的一些小事：
“大林媳妇你知道不？”娘盘着腿，后背靠着
暖气，“刚60岁，脑出血，没了，明天出殡。明早你去吊
唁吊唁。”娘的眼里闪动着可惜。我说：“她家孩子都成
家了吧，现在疾病不分年龄。明早我就去吊唁，她家对
咱家挺照顾的。”

村子里的老人我都是熟悉的，年轻人就分不太清
是哪家的了。对面屋里传出爹的呼噜声，爹是那种吃
得饱、睡得着的人。娘心重，谁家的事都挂在心上，操
心的命。“娘，您是不是感冒了，看着咋不精神呢？”娘
欲言又止。看上去娘衰老了，不仅是满脸的皱纹，眼
神也有些游离，没有了年轻时的坚定。“娘，到底咋
了？”娘轻轻叹了口气说：“前天晚饭后去邻居家串门，
忽然觉得喘不开气，就往家回，两条腿不听使唤，就是
迈不开步，足有半个时辰才挪动到屋，回来就出冷汗，
浑身湿透了。”我望着娘说：“您血压高不？”我有些着
急，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血压有点高，没事了。”
我接着娘的话茬儿：“没事就好。”夜色渐浓，娘催着睡
觉，娘也许是累了，一夜无话。

第二天晚上，我和妻子有一个饭局，在席间忽然提
到父母，很多人忙着单位的事，忙着饭局、酒局，忙着上
学的孩子，好像都有一段时间没回去看父母了。大家都
说，抽时间回去看看自己的老娘。我把昨天娘病恹恹的
事，随意地讲给大家听，还没说完，妻子便急切地说：“你

怎么不早说，那是心脏出问题了。”身为医生的
妻子的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饭自然没有吃
好，匆匆地离了席。刚到家，妻子就拨通了老
家的电话，询问老人的病情。电话放下，妻子
斩钉截铁地说：“明天就去胸科医院。”我忽然
感到很惭愧，老娘有病，自己竟没有放在心上，
总还是认为娘还是原来的娘，其实，老人已经
不“扛病”了。

妻子连续跑了三趟医院，给娘做了造影手术，血管堵
塞了百分之九十，血管里支架了。主治医生说，来得及
时，要不下次再犯病，很容易猝死。我忽然觉得，如果娘
没了，我肠子都会悔青了。如果没有妻子的决定，真不敢
想象。

娘为人亲善，凡事不与人说长道短。来看望娘的人
络绎不绝，不大的村子几乎家家都有人来看她，还有好多
的亲戚。原本刚强的娘，这次见人就说，堵了，支架了，眼
里流淌着丝丝的哀伤。娘盘着腿坐在炕上，腿上盖着薄
薄的棉被，脸上的笑不自然，好像是为了迎合来访者。大
舅和小舅都是六十多岁了，围着娘唠嗑，话题总是离不开
故去的3个姨，都是娘的姐姐。大舅突然对我说：“我们兄

弟姐妹6个，现在只剩下你娘和我们3个了。”
话语中满满的亲情和关心。

夜静了，娘累了，张罗着睡觉。她把被子搬
到了套间，让我们一家三口睡在外间。妻子说：
“那怎么行，您是病人，套间温度低些，我们搬到
套间。”娘执意要睡在套间：“农村供暖没有你们
城里温度高，你们在这屋温度正好，我都习惯了
这样的温度，套间的温度也不低。”妻子几次将
被子搬过去，娘又搬回来。最后，娘索性脱了衣
服，钻进被窝，这才没有再“拉大锯”。

躺在炕上，能够听见外面树叶的沙沙声，一
切都仿佛很恍惚，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娘拖
着病弱之躯，毅然决然地将暖和的房间让给我
们，她心里装着的永远是孩子，没有一丝一毫的
缝隙，完完全全地装满她的心房。忽然悲从心
生，我还能陪伴她多少年？不得而知，内心里升
腾起令人窒息的恐惧，生怕有一天失去了娘。

依稀记得那年弟弟出麻疹，同样是漆黑的寒
夜，弟弟痛苦地呻吟着，小手将前胸抓出道道血

痕。爹在学校值班。娘说：“老大，你看着弟弟，我去找医
生。”我茫然不知所措，娘不在，我能照看好弟弟吗？我当时
心里害怕，眼里流露着恐惧，眼瞅着娘拉开了木门，消失在黑
幽幽的夜里。夜猫爬墙头发出的声音，吓得我紧紧抱着弟
弟，看着他痛苦的小脸，恨不能让娘赶紧回来。“娘回来了
吗？”弟弟微弱地问。“再坚持会儿，娘这就回来。”我在心里念
叨，娘快回来吧。和娘一同进屋的，是乡医和一股能打透衣
服的寒风。娘出去时走得急，忘记了穿大衣，脸都冻成紫萝
卜颜色了。整夜，娘就那样抱着服过药的弟弟，眼睛里充满
了希望。

寒冷的冬夜黑漆漆的。我悄悄起床，摸索到娘的床
前，伸出手摸到了娘的手凉凉的，娘微微打着鼾，索性将
自己的被子盖在娘的身上。娘怕冷，我是知道的。退到
堂屋，点燃香烟，想起和娘相处的日子并不多。初中时开
始住宿，一直在外面读书，工作了，回家的时间更少了。
每次打电话说回家，娘都在村口等候，没有一次落下的。
娘是那样地盼望我们回去，可是从来没有说起过，她说得
最多的是别耽误了工作。

就在我几次给娘掖好被角儿，生怕娘冷着的时候，天
蒙蒙亮了。毫无困意的我听见娘起床了。我躺在炕上，
将褥子盖在身上，假装睡着了。娘重新将被子给我盖上，
喃喃地说：“傻孩子，娘冷不着，你可别冻感冒了。”我内心
的那股暖流涌出双眼，泪水流到了枕边。妻子穿好衣服，
将娘搀扶到炕上，说起悄悄话儿。听着她们娘俩儿说话，
我睡着了。在梦里，好像是小时候的样子，我将头靠在娘
的肩膀上，听娘讲，出门时千万别忘了回家的路。我灿烂
地笑笑说，娘，记住了，我忘不了。

猛然间，梦突然醒了，看见娘正歪着头看着我，好像
在问，回家的路没忘吧？瞬间，我们都笑了，脸像怒放的
花朵，在寒冷的冬天是那样的灿烂、温暖。

记
住
回
家
的
路

李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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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新时代的催春号角，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这既是践行初心使命的非凡历程，更是开创未
来辉煌的不朽伟业。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
族经过百年来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浴血奋争，创建了一
个属于人民的新中国，书写了民族历史的崭新篇章。

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天津日报与天津市作家协会
拟联合举办“百年征程 世纪辉煌 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征文”活动，欢迎作家和读者朋友积极参
与，踊跃投稿。

征文作品以党的砥砺奋进的100年为主题，热情
歌颂党的丰功伟绩、时代楷模和新中国的巨大发展变
化，题材和内容应紧紧围绕主题，可以写战场上不畏生
死的战斗功臣，也可以写秘密战线的无名英烈，在我们
党的历史上，凡有建树和功绩者，均可撰写。在追求幸

福生活的征途上，涌现出无数优秀的党的带头人、模范人
物和感人事迹，征文作品应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写出他们
的奉献精神和时代风采。应征作品必须史料详实，饱含
真情实感，并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征文活动从即日启动，至9月底截稿，由《天津日报·
文艺周刊》和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共同组稿。征文体
裁包括：诗歌、散文和小说。诗歌在150行以内，散文
2000字至5000字，小说不超过7500字。稿件投寄邮箱：
wenyizhoukan@126.com、wyzk@tjrb.com.cn。来稿时请
注明征文字样，并附作者简介及个人详细信息。

诚挚相约，惠赐佳作！

天津日报
天津市作家协会

2021年3月18日

百年征程 世纪辉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启事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自告奋勇承担筑路任务
交谈中，毛泽东连发六问，纪

登奎皆应答裕如。当问及整过人
没有，整错过没有，杀过人没有，杀
错过没有时，纪登奎坦诚回答整
过、整错过，杀过、杀错过，令毛泽东
印象深刻。纪登奎汇报地委建立
党的宣传网，以宣传工作为龙头，
带动其他工作蓬勃开展的做法，毛泽
东颇为赞许，时有记录。专列抵达武
汉后，毛泽东专门给中共中央中南局
领导交代，总结许昌地委开展宣传工
作的经验。当年4月29日，《人民日
报》第三版整版刊登中南局宣传部处
长、诗人郭小川写的《中共许昌地委
的宣传工作》，并在一版配发社论《学
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
作》。5月9日，纪登奎在全国第一次
宣传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并答代表
问，主持会议的毛泽东为之鼓掌，称
赞“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发
展”。不久，纪登奎出任许昌地委书
记。1953年 2月，毛泽东再经许昌，
熟知下情的纪登奎，很好回应了毛泽
东对农业合作社等问题的关切，谈话
时逾四个小时。1953年春，河南省委
根据毛泽东提议，调纪登奎到筹建中
的洛矿任厂长。

新建工厂提前投产，尽快修好从
金谷园火车编组站到建厂工地的道
路，成为当务之急。这条道路虽说只
有七公里长，但从火车站经过小屯，需
要跨涧河修建一座临时桥，新修道路
还要与洛潼公路连接，然后再通往工
地。厂里要求，半年内务必完成修路

任务。
焦裕禄自告奋勇承担筑路任务，被任

命为筑路指挥部总指挥。受命之日，他就
从城里筹建处卷起铺盖，搬到郊外指挥部
所在的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涧
西一带村庄少，施工人员除少量借住民舍
外，主要靠搭席棚居住。工地一下子涌入
好几百人，临时搭的席棚根本住不下。焦
裕禄带头把铺盖从席棚里搬出来，要求干
部全部睡露天，把席棚让给工人。筑路总
指挥天当被、地当床，一下子把筑路大军
感动了。焦裕禄诙谐地对露宿野外的干
部说：“同志们，天下到哪里找这样大的
房、这样大的床啊！”

在焦裕禄带动下，筑路大军豪情满
怀，以苦为乐，一字摆开长龙阵，推车、铲
土、抬筐、布石，干得热火朝天。焦裕禄和
大家露宿风餐，一起劳动，晴天一身土，雨
天一身泥，遇到问题就开“诸葛亮会”研究
解决。工人们亲热地称他“老焦”。

开工后某日，焦裕禄和工程技术人
员发现工地上有器皿碎片。尽管施工前
已进行过保护文物的教育，但发现古墓
后，落实及时报告、专人看守、协助清理、
组织考古发掘再回填等制度还有漏洞。
经鉴定，碎片来自汉墓中的陶器，属普通
殉葬品。

想让来子回包子铺
高掌柜一听，心里暗暗佩服尚先

生。看来，尚先生的心里早已有数。可
再想，还是想不出小闺女儿到底是怎
么个心思，于是说，可他老大不小了，
总不能给傻四儿挑一辈子水啊。
小闺女儿就不说话了。
高掌柜想了一天，还是想不明

白，就又来找尚先生。
尚先生一听就笑了，这才说，要这

么看，我是真猜对了。
几天前，小闺女儿偷偷来找尚先生，

说在街上看见来子挑水，走道儿有点儿
瘸，八成是闹水那些天，脚在水里扎了。
她去药铺买了点儿药，让尚先生给来子。
尚先生一听就问，你干嘛不自己给他？小
闺女儿没接茬儿，只是反复叮嘱，千万别
让来子知道，这药是她买的。

这时，高掌柜又问尚先生，这究竟
是怎么回事？尚先生这才说，这事表面
看着，也就是华掌柜想让来子去他的布
匹庄，其实没这么简单。华掌柜有个女
儿，已经十七八岁，还没说婆家。这回来
子救了华掌柜的老娘，又给他铺子帮了
这么大忙，华掌柜在街上跟人说话时，
已经露出来，以后想招个养老女婿，街
上的人听了还都猜，他这么说，是不是
已经有了目标。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说
这样的话，心里怎么想，还用猜吗？尚先
生说着又笑了，这华掌柜倒是个正经的
生意人，不过您说得对，也得看缘分。

高掌柜一听，这才恍然大悟，问，
小闺女儿是想让来子，还回包子铺？

尚先生点头说，可她想是想，心里
也明白，这话，轮不到她说。

高掌柜频频点头，连说，明白了，这
就明白了。
高掌柜把包子铺的生意交给了儿子，虽

然儿子也已五十多岁，街上的人还是叫少高
掌柜的。高掌柜见来子在街上给傻四儿挑
水，也早有让他回来的心思。只是这事一直
搁在心里没说，一是既然已把生意交给儿
子，这事还得跟儿子商量；二来也是担心小
闺女儿。当初高掌柜为他俩撮合这事儿，本
以为是个两好儿合一好儿的事，结果却弄了
个乱点鸳鸯谱。来子为这事，反倒在铺子呆
不下去了。来子从铺子走了以后，高掌柜一
直想问小闺女儿，到底是怎么打算的。但几
次要问，也没问出口。小闺女儿也就一直没
再提这事。现在听尚先生这一说，再想想这
次问小闺女儿时，她说话吞吞吐吐的样子，
高掌柜的心里也就明白了。

高掌柜回来，跟少高掌柜的一商量，
少高掌柜的也早知道来子的为人，当然愿
意让他回来。但高掌柜这回长了记性，还
是想把事情办稳妥。他担心的是，现在毕
竟还不知来子是怎么个心气儿，倘跟他一
说，再让他驳了，自己已经这把年纪，总有
点儿伤面子，况且来子正给傻四儿的水铺
挑水，傻四儿的腿脚儿又不好，跟来子说
这事儿，也有挖人家墙脚儿之嫌。这样想
来想去，就干脆先来找傻四儿。

3 25 《天风画报》
发刊词指出，《天风画报》对戏

剧、电影等不良现象将“不客气地
极力抨击”，对“行为不检的伶人或
明星，亦愿尽其劝诱警戒的义
务”。而对于文学，本着“总须有一
种新的生命”的宗旨，“新旧杂糅，
择优披露”。同时也将刊载金石考
据、图画摄影等方面的内容，从而
“引起一般人士好古的思想，对于美
术得到真正的认识”。最终使读者
能够实现“提倡个人道德的修养，力
体昔圣先贤的遗训，在家庭勉为善
良子弟，在国家社会做一忠实公民”
的终极目标。
《天风画报》的“黑旋风”副刊，此

时聚集了一批漫画家，如辛莲子、华匡
子、祖英、夏香如（香如）、金树延、郭道
伦、王长青、小孩、张泰元等。此外还
不时展示一些“天津漫画学校”的学生
作品。

除了漫画之外，还有刘云若的都
市言情小说《旧巷斜阳》《情海归帆》，
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姚灵犀等
人的《采菲录》，戴愚庵的社会小说《花
市春柔记》，以及《技击丛谈》等连载文
章，方地山联语等。在“黑旋风”副刊
上，还不时刊登一些书画名家作品，如
齐白石、郑孝胥、金城、张大千、张善
子、陈少梅、马晋、溥心畲、刘
维良、巢章甫等。

从 1938 年 11 月 15 日
起，《天风画报》“黑旋风”副
刊开始刊登朋弟的连续漫画
《老夫子》，第一组漫画为《公

园射猎》。
这是一组6幅的连续漫画，画面描绘

了老夫子带着弓箭去逛公园，发现大树下
面露出一条狐狸尾巴，老夫子拉弓射箭，
正射中狐狸尾巴。但是这不是真的狐狸，
而是一名女子脖子上的狐皮围脖，与女子
幽会的男子见老夫子射中自己心爱的女
人，不禁大怒，起身拔箭追赶老夫子，老夫
子落荒而逃。男子见老夫子逃跑，将手中
的箭扔向老夫子，飞驰而来的箭镞正中老
夫子屁股，老夫子应声趴在地上，摔了一
个狗啃屎。

这6幅连续漫画，情节连贯，起承转
合衔接紧密，故事情节曲折，让读者看后
既有意料之外的笑料，又能随着人物的互
动，不断变换身份角度，既可以感受“老夫
子”发现“狐狸”的惊喜，又可以体会与女
子幽会男子的愤怒，还可以发泄对“老夫
子”自作孽的“报复”，一下子就将读者的
阅读兴趣调动起来。

虽然是“连续漫画”，但其实在《天风
画报》上并非每日刊登，在11月
15日首篇作品登出之后，第二组
作品在隔了一天之后才再次与读
者见面，而且篇幅也减为4幅。
这一组漫画为长篇漫画《老夫子》
作品之《以力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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