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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窗

往事钩沉

还有几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整个村子
都洋溢着欢乐和喜庆。扫房子，贴春联，
备年货，写福字……家家户户好不热闹！

一大早，爷爷偷偷拿出他的大烟袋，
在奶奶的唠叨声中，吧嗒着抽了一口，吐
着深沉的烟圈儿，低声道：“我先上石料厂
看看，给人们发完工资就回来。”说着，便
朝门外走去。“你可快着点儿，就等着你拿
回钱来买年货啦！”奶奶一听要发工资，放
下手里的活儿赶忙追出来大声提醒。

石料厂是村里的致富能人卜老板开
办的，在全村他可是第一个“万元户”，敢
想敢干，又吃苦耐劳。卜老板管爷爷叫二
叔，实际上，村里大多数年轻一辈的都这
么称呼爷爷。小时候，我只觉得这一声声
“二叔”叫的亲切，后来，才体会到这称呼
里蕴含更多的是人们对爷爷的敬畏之情。

爷爷是厂里的会计，写得一手好字，
算得一笔好账，为人公正，从不弄虚作假，
深得卜老板信任。本来应该早早发工资
的，可年前最后一批石料尾款没能按时结
下来，卜老板一下拿不出资金来救急，这
才一早约爷爷来想对策。
“咋着也得让人们过个好年啊！”爷爷

对着账本盘算着。催债吧，一时半会儿催
不来，不催吧，厂里又没啥能顶账的，俩人

着实犯了难。
“要是能把年后第一批料送出一部

分，收个预付款应该差不多。”爷爷一边扒
拉着算盘，一边喃喃自语。

可都到了年根儿了，就算有人愿意送
货，工地里也不见得有人收呀。
“我去跑一趟吧，城西工地没准儿还

有人，我跟他们那的会计见过一回，那孩
子兴许能帮上忙。”说着，爷爷深吸了一口
烟出去了。

这边，卜老板赶紧做司机的工作，做
着送货的准备，因为他一直深信，有二叔
张罗的事，一准儿能成。

奶奶早早备好了午饭，换好了出门穿
的衣裳，就等着爷爷拿钱回来一起去买年
货。可桌上的饭凉了又热，热了又凉，过
了晌午还是不见爷爷回来。

直到天擦了黑儿，爷爷才疲惫地进
了屋。

空等了一天的奶奶没好气地唠叨着，
但还是不忘给爷爷递上毛巾擦脸，随即又
端过来一碗热饭。
“要不咱家先别买年货了？等过了年

再多买点儿，咱补上？”爷爷头一回不好意
思起来。听着这语气，奶奶反倒不安心
了，担心地问道：“咋回事儿？”

爷爷便把厂里的事简单说了说。当
说到提前收回了预付款时，奶奶插着话：
“这不厂里有钱了？咋还不发呢？”

“发了，先济着其他伙计们领齐了。
我的没领，总数儿是差了点儿，给谁发少
了都弄的一家子不欢喜，干脆我一人少得
了。”爷爷支支吾吾地解释着。
“就属你心实诚，你就不怕我唠叨

啊！”奶奶闷声说着。
“大半辈子了，这不都习惯了吗？

再说了，我耳朵背，有时候也真是听不
清你说啥。”爷爷倒是实在，一不小心说
漏了嘴。

奶奶甩开手气呼呼地奔了堂屋，接着
拾掇。那一年，我上小学。我还依稀记
得，那年的年夜饭是奶奶变着花样儿做出
来的，却是获得爷爷连连称赞。我当时还
奇怪了，又没有大鱼大肉的，咋还吃得那
么高兴。现在想想，爷爷那是怕奶奶生
气，可劲儿哄呢！我还记得，正吃饭的功
夫，卜大爷送来好多好吃的，给我们加了
餐，但爷爷只让留了一点儿给我们小孩子
们，大部分又都让带回家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上大一入党那
年，我妈嘱咐我要好好学习，要听组织的
话时，才把爷爷这段往事讲给我。我妈

说，爷爷是村里的老党员了，啥事儿都甘
愿自己吃亏，能济着别人的好事从来不
抢。在石料厂那些年，遇上好多次厂里效
益不好的时候，他都没逼着找厂里要过工
资，总是甘愿被“拖欠”着。从那时起，我
深深理解了爷爷，也从心底里更加敬佩
他，更发誓要像爷爷一样，先人后己，做个
好人。

我从小就羡慕爷爷，他懂得可多了，
一肚子墨水儿，也从来没“狠”过我和妹
妹，总夸我俩学习好、懂事、有出息。不像
奶奶，总是重男轻女的。

爷爷爱抽烟，他便在后山开出一小块
地来种烟叶，自己管理，连烟叶上生了虫
都要用手去抓不打农药，奶奶“骂”爷爷不
务正业，对地里的果树都不这么上心儿。
我们喜欢喝蜂蜜，爷爷就去县城的书店买
回养蜂技术指南，自己用废旧木桶糊上泥
做蜂房，我和弟弟、妹妹们还真如愿喝到
了蜂蜜。我们挨个儿蹲在地上仰着头，爷
爷就用勺子挖出来蜂蜜一个一个喂给我
们吃，那味道甜到心里，可我们不知道的
是，爷爷的手和脸不知被蜜蜂蜇了多少
回。家里要盖厢房，大家都嫌西墙角的桑
葚树碍事儿要把它砍了，爷爷发出“狠
话”，谁也不许打树的主意，因为那树上结
的果实是我们最爱吃的。直到有一年，表
妹因为淘气，爬到树上掏鸟窝，不小心被
树上蜂窝里飞出的蜜蜂蜇了脸，爷爷才生
气地叫人把它砍掉……

爷爷当了一辈子农民，养育了三个儿
子、两个女儿，也陪着我们这一大群孙子、
孙女、外孙子、外孙女长大，我们都喜欢
他、尊敬他，是因为，他把最温柔和最美好
的记忆留给了我们，更教给了我们，只要
自己动手，只要心里有爱，生活就会一直
好下去。我想，在另一个世界，爷爷也一
定在温柔守护着我的挚爱。我坚信，来
生，我们一定还会再见！一定会的！

爷爷出生于1936年，“五一”劳动
节对爷爷来说是一个充满激情、溢满汗
水的节日。爷爷在20世纪50年代参
加工作，用当时时髦的话说就是“加入
了革命队伍”。当时劳动节留给他的记
忆就是4个字——义务劳动。劳动节
义务劳动一般是由单位或者街道组织
的，爷爷说街道组织的“五一”义务劳动
场面很是“壮观”。街道上的居民大多
数都是全家出动做卫生，有提着水桶
的，有扛着扫帚的，有拎着垃圾桶的，有
握着铁锹的，不少人还都穿着工装，妇
女们扎着头巾，男人们带着工帽。人们
在街道上干得热火朝天，孩子们兴奋异
常，一边给大人打下手一边嬉闹。大家
不仅把街道的路面打扫干净，而且把犄
角旮旯全清理一遍。义务劳动完毕，人
们有说有笑地各自回家，这样的劳动节
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母亲是1976年参加工作的，她在一家机械厂当车工。进厂
后，她所在的工厂每年“五一”劳动节都会组织文体活动，活动结束
后厂里还会给职工发放点福利。“五一”劳动节职工还是照常上班，
下了班后工会就会组织职工去厂里的大礼堂参加活动。所谓文体
活动不外乎是拔河比赛、歌咏比赛、猜谜语、趣味体育比赛等。母
亲在歌咏比赛中总会唱自己最喜欢的歌，比如《花儿为什么这样
红》《唱支山歌给党听》，往往会赢得台下的一片掌声。母亲说当时
物质并不丰富，职工最看重的是参加完活动后工厂发的劳动节福
利。20世纪70年代,厂里劳动节福利发得最多的是白砂糖、芝麻
糕、猪油、脸盆，到了80年代，发过洗发水、保温杯、台灯，有时还发
代金券。有一年厂里效益好，母亲在劳动节集体活动后得了一部
当时很时尚的随身听，惹得邻里羡慕不已。母亲在国企工作了一
辈子，捧着“铁饭碗”朝九晚五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母亲记忆
中的劳动节循规蹈矩，虽单调，但有人情味，还夹杂着工厂机器的
轰鸣声。

我是独生子女，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前几年才进入职
场。“五一”劳动节公司多多少少也会发点福利。像我这样的年轻
人其实不太在乎公司发的劳动节福利，我们更看重的是“五一”假
期可以休息。平时工作忙，压力也大，我可以利用劳动节假期好
好放松一下，休息一下身心。假期我会跟朋友、同事一起去不太
远的地方旅游，自驾游或者跟团游都体验过，去旅游景点散散心，
带点纪念品回来，这样的劳动节非常惬意。劳动节假期也成了我
这个“吃货”去品美食的好日子，老公也乐得陪我一起去。要是平
常他总会劝我别在外面瞎吃了，减肥事大。现在的商家都有生意
头脑，“五一”的促销活动铺天盖地，我会忍不住拉着老公去逛街
购物，拎着大包小包走出商场，真是不把私家车的后备厢塞满不
回家，劳动节恍惚成了“购物节”。

爷爷、母亲和我，我家三代人过的“五一”劳动节折射出了时
代的变迁，也刻上了时代的印记，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当我的女
儿慢慢长大，她那一代人的“五一”劳动节会是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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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的工资
张 红

杏花堤上赏杏花 薛兴琪 摄

岳父、岳母年前就住在我家。岳父是一位有40多年党龄的
老党员。平时，央视新闻他是必看的，他对国家的发展十分关
注。有一天，我拿回了单位发的《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共
产党简史》。他很高兴，吃晚饭时，对大家宣布：我们全家每周双
休日的晚上都要集中学党史。

岳母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孩子们工作、学习那么忙，
哪里还有时间参加集中学习？岳父严肃地说：“再怎么忙也要抽
时间，学史可以明理。”岳母继续说：“你看外孙女学习任务那么
重，你还……”岳父打断她说：“学生更应该学。”女儿听到姥姥、姥
爷为学习的事争吵，就笑着说：“姥姥，您不用担心，我是应该参加
学习。另外，我也会抓好自己的学习。”

次日，岳父就戴着老花眼镜，拿着两本书，制订起详细的学习
计划来。他将计划细化到每一次学习哪一篇文章、文章由谁读。
学习之后，大家要谈体会。下一次学习时，除岳母之外，每名家庭
成员都要交一篇学习心得。他还叫我到书店给每人买那两本书。

岳父认真地看起书来。有时拿铅笔在书上划线，有时将体会
记到一个本子上。学习40多分钟，他就休息一会儿，伸伸手，弯
弯腰，待缓过劲来，又继续学习。就这样，他每天坚持自学，仿佛
成了个学生。看得出，他是忙并快乐着。

到了周六，我们开始第一次集中学习。岳父戴上老花镜，宣
布了学习计划。当他准备读文章时，我妻对他说：“老爸，让你外
孙女读吧。”女儿很高兴地说：“姥爷，由我来读。”岳父让她读第一
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
想》。女儿大声地读起来。岳父认真地听着，仿佛一个小学生。
文章不长，很快读完了。然后进入讨论环节。岳父先发言。他讲
了我们党艰苦奋斗的历史，讲了他所经历过的一些事。然后总结
说：“我更加坚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要我们在思想上和
行动上努力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扎扎实实地干，我们的国家
就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女儿激动地说：“您说得很对，作为学
生，我要更加勤奋地学习，练好建设祖国的真本领。”

我们给他俩鼓了掌。然后，大家依次发了言。下一次学习
时，岳父就将大家写的学习心得收了。

由于岳父带头，我们学习党史的活动已坚持了一段时间。
我们更加坚信，学习党史能让我们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理解，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乡间，无论从外部形状还是从实用价值上说，
榆树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树木之一。原因至少有二：一
是树干粗壮，材质结实，盖房架梁大有用武之地；二是
有祥瑞的口彩，榆梁谐音余粮，人们盼的就是家中每
年都有余粮。更为精妙的是，榆树的果实被称作榆
钱。在以前贫困的年代，那形似一枚枚绿色铜钱的榆
钱，怎能不叫人生发出身边有余钱的希冀呢？
正是拥有如此美好的寓意，榆树被广泛种植在老

家的房前屋后。春光明媚的时节，只待啁啾的鸟鸣四
起，榆钱也就耐不住寂寞，撒了欢似的挂满枝头，热热
闹闹地簇拥着，挨挨挤挤地亲近着。它们在春雨的洗
涤下，纤尘不染；在阳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在春风
的吹拂下，甜香四溢。而在高大挺拔的榆树底下，总
有一双双如饥似渴的眼睛。不用说，人们都在期盼着
采摘榆钱饱餐一顿呢！
采摘榆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是由榆树的高

度决定的。印象中，故乡的榆树都比较粗壮，两三个
顽童牵手都很难将其合抱。乡间妇女为了得到那点
可以解馋的美食，只好拿来一根细长的竹竿，绑上锋
利的镰刀，然后举起竹竿，从榆枝上刮割一些嫩绿肥
厚的榆钱来。母亲也是这样刮割榆钱。她手中的竹
竿每用力地拉拽一次，榆钱就如同翩飞的蝴蝶，从空
中轻悠悠地飘落下来。此刻的母亲总是欣喜异常，大
声地招呼着：“天女散花喽，快来抢钱串儿喽！”其实，
抢榆钱的不仅有我们兄弟三人，还有隔壁的大姐和小
妹。她们快乐地加入其中，银铃般的欢笑声与鸟雀拍
打翅膀的扑棱声，使得静谧的乡村在阳春三月显得更
加富有生机。这样唯美的画面，曾经多次在我的脑海
中浮现，只可惜现在远离故土，加上母亲年岁已高，再
也无法挎着竹篮满地拾掇那些榆钱串儿了。
在父母下地劳作的日子，顽劣本性难改的我们如

同脱缰的野马，会脱掉鞋子，光着脚丫，偷偷地爬上榆
树，然后坐在树杈上大饱口福。此时，榆钱在我们手
中可不是用“采”与“摘”这两个动词能够形容的了。
我们痛快淋漓地从榆树枝的末端往前一捋，榆钱在我
们的手中叠加在一起，用绳子或稻草便可以将其串联
成别样的项链，挂到脖子上甭提多臭美了。当然，我
们冒着生命危险爬树的兴趣并不在于炫耀。在那个
食不果腹的年代，抽芽不久的榆钱具有巨大的诱惑
力，塞几片在嘴里生吃，甜滋滋、香喷喷的，那味道与
四月的槐花相比，真的难分伯仲。等父母归来，那留
在手上的渍痕和余香，自然成了攀爬榆树的铁证，少
不了一顿数落。

榆钱的吃法很多，除了直接生吃，最解馋的便
是粉蒸。母亲将我们采摘来的榆钱悉心淘洗，沥干
水分，再从陶制的瓮中取出一碗玉米面，倒入搪瓷
盆里加水与榆钱一块搅拌，用不了多久，便能揉捏
出一个个黄灿灿、绿油油的窝窝头来。此时，锅中
的水开始沸腾，被揉捏好的窝窝头分摊在一种竹制
的箅子上。大约20分钟后，那香而不腻、韧而不糙
的粉蒸榆钱，在锅盖揭开的一刹那终于闪亮登场。
一双双稚嫩的小手贪婪地伸过去，即便被烫得左手
倒右手，也不舍得丢掉，稍微一凉，就风卷残云吞咽
起来。还有一种吃法是煮粥。粥是提前用大米或
小米熬好的，在食用前将洗净的榆钱加入，盖上锅
盖稍焖5分钟左右即可，有时还可拌上一点葱花，
其味道真是爽滑可口，喷香绵远。看着我们不再忍
饥挨饿的样子，深知“一树榆钱半月粮”这一古训的
母亲，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唐代皮日休有赋云：“近榆钱兮妆翠靥，映杨柳兮

颦愁眉。”母亲的笑容在榆钱的衬托下，始终在我的心
中优雅着、灿烂着、美丽着。那一份捋榆钱的快乐和
品尝榆钱的幸福，会永远定格在记忆的深处，成为挥
之不去的淡淡乡愁和滋养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岳父带头学党史
苏作成

1.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慢性
胃炎等慢性疾病能否接种新冠疫苗？

慢性疾病如果通过治疗处于稳
定状态，血压、血糖、血脂等实验室
指标控制稳定，可以接种。

2. 注射过免疫球蛋白可以接种
新冠疫苗吗？

答：注射过免疫球蛋白者，应间
隔1个月以上再接种新冠疫苗，以免
影响免疫效果。

3. 新冠疫苗是否可以与流感、
HPV、带状疱疹、狂犬病等其他疫苗
同时接种？

暂不推荐与其他疫苗同时接
种。其他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
种间隔应大于 14 天。当因动物致
伤、外伤等原因需接种狂犬病疫苗、
破伤风疫苗、免疫球蛋白时，可不考
虑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

4. 新冠疫苗是否需要像流感疫
苗一样每年接种一次？

答：流感疫苗是因为病毒变异，
每年流行的亚型不同而进行调整。
新冠疫苗仍需持续观察，基于目前研
究数据，完成全程接种后暂不需要进
行加强免疫。

5. 育龄期女性可以接种新冠疫
苗吗？接种后发现怀孕怎么办？

目前相关研究数据较少，暂不建
议孕妇接种新冠疫苗。如果接种后
怀孕或在未知怀孕的情况下接种了
新冠疫苗，不推荐仅因接种新冠疫苗

而采取特别的医学措施（如终止妊
娠），建议做好孕期检查。对于有备
孕计划的女性，不必因接种新冠疫苗
而延迟怀孕计划。

6. 有过敏性疾病或对青霉素等
药物过敏是否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答：对疫苗成分过敏或既往发
生过疫苗接种严重过敏反应（如急
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
困难等）不建议接种。对食物、花粉
或青霉素等其他药物过敏，可以接
种。处于过敏性疾病发作期，建议
暂缓接种。具体情况请向接种医生
咨询。

7. 哺乳期女性可以接种新冠疫
苗吗？

答：目前尚无哺乳期女性接种新
冠疫苗对哺乳婴幼儿有影响的临床
研究数据。新冠病毒感染高风险的
哺乳期女性（如医务人员等）建议接
种新冠疫苗。哺乳期女性接种后建
议继续母乳喂养。

8. 之前有一些不建议接种新冠
疫苗的情况，比如哺乳期或备孕期女
性、免疫功能受损者，为什么现在可
以接种了？

随着疫苗上市后监测和评价数
据的不断增加，同时基于既往对同类
疫苗安全性的理解，国家综合评估此
类人群接种新冠疫苗的获益及风险，
及时调整疫苗接种的禁忌范围。随
着更多新冠疫苗临床研究数据的不

断完善，以及疫情防控形势的需要，
受种对象范围将适时更新。

9. 如果没能按规定的免疫程序
完成2剂次接种，还可以补种吗？

答：建议尽早补种。对在 14 天
内完成2剂新冠灭活疫苗接种者，在
第2剂接种3周后尽早补种1剂灭活
疫苗。对在 14-21 天完成 2 剂新冠
灭活疫苗接种的，无需补种。

10.有哪些情况不建议接种新冠
疫苗？

根据国家下发的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技术指南，以下人群暂不列入接
种范围：一是对疫苗的活性成分、任
何一种非活性成分、生产工艺中使用
的物质过敏者，或以前接种同类疫苗
时出现过敏者；二是既往发生过疫苗
严重过敏反应者（如急性过敏反应、
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三
是患有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严重神
经系统疾病者（如横贯性脊髓炎、格
林巴利综合征、脱髓鞘疾病等）；四
是正在发热者，或患急性疾病，或慢
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未控制的严
重慢性病患者；五是妊娠期妇女；六
是临床医师或接种工作人员认为不
适合接种者。（来源:市卫生健康委、
市卫生健康促进中心）

新冠疫苗接种您关心的10件事

一树榆钱半月粮
雨 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