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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的守护人

读来读往♥叶玉环

老照片♥天赐

海景“银发红星”
在行动

脸谱♥阿君

校办工厂的劳动岁月

妙哉松风阁

一碗温情家事♥卡门

感谢《老照片》
这艘渡船

2022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
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名家指点写作
编辑现场互动

●讲座时间:12 月 8 日（下周四）
下午3点到5点

●讲座地点:厦门日报报业大厦19
楼报告厅

●讲座主题：写出一个小故事
●主讲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福建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厦门文学院
专业作家 李秋沅

为扶持草根作者，繁荣大众文艺，
增强文化自信，助力文化强市,本报“城
市副刊”作者联谊会将于 12 月 8 日举
行 2022 年度第二场线下公益培训讲
座。本次讲座特邀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福建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厦门文学
院专业作家李秋沅主讲。针对草根作
者投稿行文中常见的结构松散、表述
拖沓的问题，她将结合自身创作经历，
分享经验指点迷津，谈谈如何在有限
的篇幅中写出一个精彩故事。现场还
设有互动环节，“城市副刊”编辑也会
到现场与读者互动。读者投稿、写作
过程碰到什么问题，编辑将面对面接
受提问，为读者释疑解惑。

有意加入“城市副刊”作者联谊会
的读者，可携带有效证件现场报名参
加培训。同时也欢迎喜爱“城市副
刊 ”、有 文 学 梦 的 读 者 ，拨 打 热 线
968820报名参与，名额有限（因疫情防
控需要，听讲人数限制为50人），先预
约先得。

“城市副刊”作者联谊会本年度
第二场公益讲座即将举行

不知还有几位校友记得集美中学
校园内曾有个校办工厂？当时，大中小
学轰轰烈烈开展劳动教育活动，集美中
学在1977年开设校办工厂，位于校园西
面食堂边上。校办工厂虽在校内，但规
模不小，有铸模、高炉炼铁浇注（模）、金
工和喷漆四个车间，主要生产台虎钳
（又称虎钳），畅销全国，供不应求。

集美中学要求，高中生入校后以班
级为单位分批到工厂劳动实践一周（停
课）。劳动实践周的第一天，在工厂车
间举行拜师仪式，班主任将班级学生分
到各个车间，由工人师傅指导。

铸模时要按尺寸将石墨用木槌锤
打，木板压实，不能留有空隙。车间闷
热，同学们脸上流着汗水，汗水和着墨
粉，汗一流，手一抹，面颊一道道黑，犹
如歪歪斜斜的“五线谱”。

高炉炼铁，吹风机噪声大，白天怕
影响学生上课，常在傍晚进行。高炉台
是“最火热、最辛苦”的地方，对奋战在
火炉前的同学来说，是严峻的考验。“炉
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炉下火光耀
眼，炉内炽热的钢水翻滚跳动,铁水从
高炉出铁口喷涌而出，铁花四溅，用长
杆勺子舀滚烫的铁水浇注石墨模型。

一个晚上要浇注几十个，常干到十点才
能回家睡觉。一个个被熏得满脸通红，
汗流浃背，但看到铁水浇注成的虎钳坯
型，就会忘记劳累，感到快乐。

冷却后敲开石墨取出台虎钳坯型，
坯型表面毛糙，疙里疙瘩，必须经过严
密加工。老工艺采用打、刨、锉、削、磨，
那时设备落后，每道工序都是人工操
作。车间里铁器碰撞的哐当声，锤头敲
打的叮当声以及锯齿拉扯时刺耳的刺
啦声交响成一片。精工磨钳，讲究耐心
力度。教者倾囊相授，听者全神贯注，
锉者屏气凝神小心谨慎。师傅尽力教，
学生用心学。

最后一道工序，喷漆。一件件整整
齐齐披上绿装的崭新台虎钳，终于新鲜
出炉了。一周的时间，学生熟悉了所干
的项目，工具特点、设备特点，加工材料
要求，那是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尝到
了劳动艰辛的滋味和收获了劳动成果
的欢愉，明白了要圆满完成一件事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

只可惜，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叶，
校办工厂停办，厂房拆除，建了教师宿
舍、体育馆、退休教师门球场。从此，校
办工厂成为几代师生永恒的回忆。

流光一瞬，华表千年。奶奶今年虚岁
100岁，这十多年，照顾她的保姆前后有三
位，而让她最满意、最贴心、最温暖、最感动
的莫过于现在日夜守护她的叶金治阿姨。

叶阿姨是同安五显镇人，心地善良，性
格温柔，讲话轻声细语，做事条理清楚。虽
已过花甲之年，但身体硬朗。她来我家已
经整三年，从入家门那天起，对奶奶嘘寒问
暖，细心呵护，视如亲人。

叶阿姨熟稔奶奶的喜好和口味，每天
荤素搭配，少盐寡油，营养均衡，小米粥、咸
稀饭、面线糊、蒸蛋羹……变换不同口味，
她说粗茶淡饭保平安。在她的精心照料
下，奶奶神清目明，逢人必夸叶阿姨，“她待
我很好，如果没有她，我不知该怎么办？”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

叶阿姨每月帮奶奶剪头发，每周帮她
洗头发，每天帮她擦洗身体，每隔两周帮她
修剪指甲趾甲，奶奶每天干净舒适，这让身
为长孙女的我自愧不如。我们全家看在眼
里，感动在心里。而叶阿姨笑嘻嘻地说：

“你奶奶没脾气，人很好，我愿意一直照顾
她。”

10月4日凌晨两点多，奶奶扶床起夜
时，因左脚无力不小心摔倒，自此便卧床不
起，食欲不振，经常叨叨念：“因为我一个
人，拖累了一大家子，我真心想走。这辈子
没做亏心事，不知为何，老天爷还不让我早
日安息？”叶阿姨听后更是自责。我安慰
她：“奶奶年纪大了，有些事情防不胜防。
只是，今后你要更辛苦了！”叶阿姨连连摆
手：“我不辛苦，只是心疼老人家。看她难

受，我比她更难受。”
此后，叶阿姨更是寸步不离，一日三餐

用小汤勺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给奶奶喂
食。炖好的汤汤水水则放到床头柜上，待
温度适宜，才用吸管端到枕头边给奶奶
喝。每隔三四个小时更换一次纸尿裤，每
隔两三个小时就帮奶奶翻身。每天“察言
观色”，时时关注老人家的身体状况。感谢
憨人有福，感谢叶阿姨的精心照料，奶奶的
病情日渐起色。

《文中子·礼乐》有言：“唯以心相交，
方能成其久远。”人生如旅，因缘而聚。今
生有缘遇到叶阿姨，胜过万千点头之交，唯
有以真情换真心。前几天立冬，我给叶阿
姨送去我自己包的水饺，平安皮儿包着如
意馅儿，岁岁年年，愿她安暖！

好朋友喜迁新居，邀请大家过去“暖
房”。我送了一套碗作为贺礼。友人很是喜
欢，直夸收到了份实在礼。我是想着各自为
生活奔波，无法常聚，当对方捧起这碗吃饭，
可以偶尔想起有我的祝福。

因这事，让我对家里所用的碗有更多
的感触。

上小学开始，我和妹妹弟弟会负责饭
前摆碗筷。常围绕餐桌转一圈，一边摆，一
边念着：“爸爸的，妈妈的，姐姐的……”看
着一一对应每一个熟悉的家人，心里可高
兴了。吃饭时，偶尔从碗的弧形边缘，可以
打量到：有细嚼慢咽；有囫囵吞枣；有喜素
菜；有嗜荤菜。形态不一，但碗里饭香氤
氲，洋溢在每张脸上的都是幸福。

寒冬一到，妈妈热衷各种煲汤。每个

傍晚归家，她总可以及时给大家先盛来一
小碗热气腾腾的滋补汤。我们双手捧着小
碗，咕噜咕噜或者一勺一勺下肚，喝得心满
意足。哪怕再冷的天，心里也总是暖的。

当家里有人过生日的那天清晨，妈妈
会先给寿星盛上一碗鲜美料足的蚵仔面
线，剥好两颗水煮蛋。按我家的惯例，这一
日寿星最大，我们需要等寿星开动才可以
吃。

一日三餐就在这一碗里更新，这小碗
里装的不仅仅有饱腹的粮食，还装着满满
亲情的味道。除了亲情，或许还有父母几
十年相濡以沫的爱情味道。

妈妈喜欢吃肉。一道红烧肉常足以让
她多吃半碗米饭。每逢餐桌上出现这道
菜，爸爸总会把自己碗里的米饭再分一些

给妈妈；爸爸的牙齿不太好，碰上较为软香
可口的菜肴，妈妈也自然会往爸爸碗里再
夹一点。添饭夹菜，虽朴实平淡，却无限温
暖。

当读到张晓风写：“看见有人当街亲
热，竟也视若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
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走出来，一颗
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了起来，一蔬一饭里
的天长地久原是如此味永难言啊！”我更相
信最长久的浪漫其实就蕴藏在每日三餐中
的一蔬一饭里。

家里所用的这些碗，盛过米粒热汤；挨
过筷子的敲；受过调羹的碰；淋过柠檬味的
洗洁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也敛藏了
我们生活里很多温情而美好的味道，比如
友情，亲情还有爱情。

松风阁，是我们学校的一间教师办公
室，一个雅阁，位于松柏湖畔。“阁民”中有
一个叫咪滴的同事。她在阁内外种了许多
美花香草。架上架下，大盆小缸，见缝插
针，红花白花……还在滨湖的门口搭了一
个时有花开的绿植拱门。

她擅长化腐朽为神奇，俗世弃物，经她
一番上色、装置、混搭后，妥妥地成了校园
的一个起梦点。田园农耕气息，城市工业
主义，也有传统的新旧古典主义，还有超现
实主义的新元素……平凡不平凡的小梦都
可以在此找到摇椅安憩，有说不出的美好！

而咪滴最厉害的是水彩画。颜色笔

触，清雅秀丽，有纯粹的童趣。有时，她带
学生在校园的不同角落素描写生。学生席
地，她坐小凳子，一袭艺术长裙，亮丽而舒
展，自己也成了一幅画。

她有趣，而另一“阁民”庄之尧也有
趣。她的课上得很棒，小楷写得通灵优雅，
喜欢小动物，收留了不少猫咪：这叫果仁，
那叫花生，还有叫土豆……

好心阁民对猫们很好，用自己的饭卡
去食堂挑它们爱吃的食物。而它们也都觉
得自己不是松风阁的“编外成员”。或者，
在你写字时，坐在字帖旁，半寐着默看你临
得像否；或者谁都不睬，在门口的草地上贴

着，在湖风的轻拂中，安享松柏湖温暖的冬
阳……阁民闲暇时，则谈猫论猫，撸猫逗
猫，搞笑欢喜，雅阁四溢满满的爱，增添了
无限生活意趣。

说到小动物，阁门花园口的那只松哥，
最是神奇。它一身黑毛，黄喙，黄爪，大名
鹩哥。会模仿不同人的话，还会偷听隔壁
的英语课，学些无厘头的片词只字，但说得
最溜的是“你好”。它与庄之尧最亲，也只
有她，才完全能通晓那些令人捧腹的学舌。

松柏湖的水不只有透亮的蓝天白云，
还有松风阁外墙的红色梦幻。我喜欢松风
阁，欢迎你来做客。

一拿到《厦门日报》“城市副刊”名栏目精
选结集《老照片 诉说光阴的故事》，我忍不住
一口气读了下来。80多篇故事，仿佛多棱镜，
跨越一个多世纪，生动再现了80多个场景。
虽然人物各异、叙述水平参差不齐，但却有同
样的滋味——真实而感人。

这些时光的碎片经过岁月的淬洗，越发
晶莹，就像记忆深处最亮的星，熠熠发光。看
看北辰记忆里的小学路42号旁，曾经“人声吆
喝、猪声四起；竹鞭飞舞、烟尘弥漫，仿佛古代
征战沙场”，看看平贵的逢源伯公，“外表帅
气、谈吐优雅、重情重义”。再读读方腾的《鸿
山隧道的前世今生》“火车的轰鸣声早已湮灭
在岁月深处，两根蜿蜒向海的铁轨却似琴弦，
在时间的深处震颤着历史的弦音，记下了铁
道兵的故事”。

老照片里的老故事里的人和事经过时光
的沉淀，越发地令人珍惜。故事的主角有的
留下了姓名和身份，有的连名和姓都未披
露。但是透过老照片，我们却能领略到故事
里的背景，感同身受到主人公的悲喜：海堤岁
月里李开聪的笑容和战士们的掌声，见证鹭
江两岸40年天际线翻天覆地变化时的自豪，
锅炉工终于娶到车间主任的狂喜，支前船工
周杭渡海作战推舵和扯帆时的紧张，为了践
行诺言推开亲生儿时母亲心中的痛楚，出其
不意拔出手枪揭穿阴谋时的惊险……

生活是个万花筒，每个人所处的时代、生
活的背景各不相同，有人说“人类悲喜并不相
通”。但是，透过这些老照片，读到这些经历
各异的真人真事，不禁为其中的脉脉真情、人
间大义、伉俪情深、父子恩重、师生情谊而感
动……这些光阴酿成的醇酒呀，静静地滋养
着我们的精神家园。

尘缘俗世，风霜雨雪。历经岁月洗涤，留
下最温暖的瞬间，有童年的欢乐，有暮年的趣
闻，有说不完的缘分，就像四时烟雨、杨柳春
风，就像血脉亲情、亘古不变。

读着故事里的悲欢离合，泪流满面、内心
汹涌。岁月的江河奔涌向前、不会为谁停留，
我们谁也无法同时踏上另一条河流。感谢

“城市副刊”，帮我们记录人生，让我们见到草
芥如你我，可能的另一条轨迹，以及真实的所
历所见所思所想。

这是草根的记忆，也是城市的记忆。这
些真实，因为《老照片》，因为记录得以真实地
保留。故事里的许多人已随时光远行，但照
片里的人依然鲜活如初。

时光荏苒，岁月淘洗，惟余思念这根金线
牢牢地系着过往和当下。

《老照片》的编辑们，这些勤劳而有智慧
的收集者，把所有亮闪闪的金线收集起来，为
我们编织了一片灿烂的可逆流而上、溯及过
往的星河。沿着这时光之河，我们有幸能度
过岁月沧桑，直抵记忆最深最亮处——那里
有爱、有暖、有人间至情……

我爱《老照片》，爱其中的真实和温暖，它
们让平凡的生活繁星满天、让心田永悬明灯。

感谢“城市副刊”，感谢《老照片》这艘渡
船。

♥张少亭
“当年的雷锋又来了！”在海沧嵩

屿海景社区管辖的区域里，经常可以
看到一群白发苍苍、积极奋进的老人，
身穿志愿者服，活跃在文明创建、防控
疫情一线。这就是“银发红星”志愿服
务队，是海景社区四个离退休党支部
老党员自发组建的，他们常挂在嘴边
的是那句最火热的名言，“把有限的生
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在多年的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
这支队伍里涌现出无数不平凡的事
迹，志愿者中有的放弃繁重的家务，有
的割舍对孙辈的疼爱，有的拖延回老
家探亲、旅游的时间……年过七旬的
林秀英，平时家务繁重，要负责煮一日
三餐，还要接送孙辈上下学，但文明创
建活动总是少不了她。黄启祥聂柳英
老夫妻常内部轮值，一人在家带孙做
家务，一人参加文明创建活动，家务和
文明创建两不误；黄榕生去广东旅游
返回厦门，飞机刚落地厦门，打开手机
看到志愿者活动微信接龙，马上报名，
回到家行李一扔，穿上志愿者服，随即
赶到志愿者活动现场。江灵有一次参
与文明创建活动，捡垃圾途中不小心
摔了一跤，膝盖扭伤去医院治疗多次，
但伤势一有好转，又活跃在文明创建
的路上。

别以为我们这群上了年纪的老人
志愿服务会打折。尽管体力不如年轻
人，但我们也挪得动不规范停放的自
行车、电动车；尽管我们年老眼花，但
我们心细，夹得起微小的烟头、牙签。
这群“银发红星”和广大志愿者一道，
汇成激流，助推文明创建的磅礴之力。

近三年疫情防控期间，“银发红
星”志愿者挺身而出，不畏酷暑严寒，
不论在新冠疫苗接种点还是在核酸采
样点，坚守岗位、测温验码、维持秩序，
大疫面前显担当。有的在各自居住的
小区轮流值勤，坚守大门，为创建“无
疫小区”作奉献。八十高龄的杨式鲍、
七十六高龄的陈大英，两位都是“七一
勋章”获得者，疫情防控期间带领志愿
者坚守小区大门，轮流值勤。叶老木，
共和国的同龄人，老当益壮，每次抗疫
总有他；志愿者郑碧珊，富有爱心，热
心帮助前来做核酸的高龄、行动不便
的老人，推着轮椅，全程服务，令人敬
佩。

这群“银发红星”志愿者，已发展
到 65 人，都有几十年党龄，受党的教
育时间越长，对党的感情越深，“老牛
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在夕
阳折射下，这群身穿鲜红志愿者服的
老人轮廓越来越清晰，身躯越来越高
大……

活动主办：
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
厦门日报社
征文邮箱：zfk@xmrb.com

新时代文明实践
厦门志愿服务故事

征文
选登

活跃在大街小巷的一抹抹
“志愿红”，是文明厦门的一道美
丽风景线。为更好地以文明实
践汇聚前行力量，主办单位面向
全社会征集厦门志愿服务故
事。可以记录自己难忘的志愿
服务经历、感受及故事；或者讲
述身边志愿者、志愿团队的故
事；也可以为厦门志愿服务的发
展建言献策。

●征集时间：2022 年 11 月
16日至2023年11月16日

●征文要求：扣紧主题，题
目自拟，要求内容真实，情感真
挚、语言生动。以记叙文、议论
文为主，篇幅不超过1000字。作
品须是署名作者自己原创首发，
严禁抄袭，文责自负。

●征文邮箱：征文作品请发
送到邮箱 zfk@xmrb.com，注明

“志愿服务故事征文”字样，并留
下真实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征 文 启 事

尘世♥童庆根

▲▼摄于20世纪80年代集美中
学校办工厂的金工车间，同学们
干得热火朝天。（笔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