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编审：李世和 责编：陈颖 美编：刘洋 2019年2月15日
班后生活

拍 客

婆媳之间 ◎刘亚华

教子有方 ◎唐文胜

报纸采编部：85655882 85320019 期刊部：85320746 新媒体电视部：85320750 产业发展部：85654983 总编室：85550451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将共同见
证曹龙和万甜最美的矿山爱情！让我们用
掌声祝福二位新人新婚快乐！”去年春天，一
场热闹非凡、满溢幸福的婚礼在陕西省榆林
市子洲县举行。在婚礼现场，有位女士虽然
跟两位新人毫无血缘关系，却流下了喜悦和
激动的泪水。她就是名满江苏省矿业工程
集团矿业分公司柳巷煤矿的办公室文员、被
大家称为“最美红娘”的臧红岩。

40余岁的臧红岩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
大草原，开朗热情的性格、乐于助人的品德，
让她成为矿山的一道美丽风景线。针对职
工与外界联系少、社交渠道窄的状况，臧红
岩利用自己家住榆林当地的优势，积极为矿
上青年寻觅伴侣、牵线搭桥。她先后为单身
青工牵线搭桥4对，其中机电工区技术员曹
龙和他爱人是臧红岩牵线搭桥最为成功的
一对。“我看曹龙那小伙子都30岁了，工作
认真、待人诚恳、忠厚老实，但就是一直不好

找对象。当我了解到他家住榆林市子洲县
周家硷镇营盘村时，就马上就想到了以前认
识的一个在周家硷镇居委会上班的女孩万
甜。这个女孩不仅与曹龙年龄相仿，而且性
格上给我的感觉也是跟曹龙很合得来，所以
就积极撮合他们认识。”“红娘”虽然话语轻
松，但办起事来还是颇费功夫夫。她先是利
用周末多次上门跟女方沟通，在成功加女孩
微信后，臧红岩就不断做工作，促进男女双
方深入了解。

“臧姐非常热心，更是操心，她为了撮合
我们，主动请吃饭。我们俩初次见面就有一
见钟情、相见恨晚的感觉。臧姐不是仅凭感
觉撮合的，而是真的花心思去了解、分析我
们是否合适。有臧姐在，我们不仅能结成姻
缘，而且矿上的青年婚恋都有了盼头！”曹龙
虽然现在已抱得美人归，但话语中还是流露
出抑制不住的幸福和感激。

正如曹龙所说的那样，臧红岩用心做着

“红娘”工作。在她的促成下，他们3个月后
就领了结婚证，并且办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
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感谢你为矿上未婚青年职工幸福牵手
所做的工作，让他们能找到幸福，建家立业，
扎根一线安心工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
爱，矿山就会变成最美的家园！”去年4月

份，柳巷煤矿举办了青工红娘奖励仪式，在
大家热烈的掌声和点赞声中，最美“红娘”用
更响亮、更热情的话语说：“利用工作之余，
能帮一线未婚青年寻找爱情、早觅良缘，是
我应尽的职责，更是我最大的荣幸！我会继
续当好这个‘红娘’的，让矿山充满爱，让柳
巷煤矿的职工更幸福！”

前几年一到腊月，婆婆就跑上
跑下，采办各种各样的年货，今年，
她的肩周炎犯了，稍提一点重的东
西就喊疼。我很早就对她说：“妈，
今年过年，您就好好休息，只需要负
责指挥我就行了。”听我这么说，婆
婆很高兴，但她还是有些犹豫：“办
年货要费很多时间的，你那么忙，不
耽误你的事吧？”我赶紧找了一个理
由：“没事，公司里现在一点也不
忙。再说我都快四十的人了，您也
该传授给我一些办年货的经验，等
哪天您真忙不动了，咋办？”看我说
得头头是道，婆婆点头答应了。

腊七腊八，腌鱼腌鸭。正是腌
腊鱼腊肉的好日子。一大早，婆婆
便喊我去菜市场。在一个鱼摊位
买了三条大草鱼，我左右手各拿一
条，婆婆只拿了一条。回到家，婆

婆教我把鱼剖开洗净，撒上盐，放
在一个大坛子里。做完这些，用掉
了整整一个上午。

下午的时候，婆婆又说去买
肉，我忙放下手里的活儿，和婆婆
一起到了菜市场，买了三十斤新鲜
的猪肉，然后按一斤肉三钱的比例
撒上盐，放进一个坛子里。婆婆
说，这些鱼、肉需要腌一周才能入
味，一周后，拿出来用开水洗，再晾
干。她叮嘱我一定要用开水洗，若
用生水洗鱼肉容易变臭。我频频
点头，将这些一点一点记在心上。

准备好了鱼和肉，我觉得还需
要采购几只鸡鸭。第二天一早，婆
婆又喊我去菜市场。婆婆各买了
三只鸡、鸭，让我拿回家，她则在一
个香肠铺子里排队买香肠。香肠
是家人的最爱，婆婆每年都会准备

十斤左右的香肠。因为那家的香
肠味道最好，所以排队的人很多。
我把鸡鸭送回家返回后，见婆婆仍
在排队，就主动替换她。旁边的人
都夸她有福气，说她有个心疼人的
好儿媳，是上辈子积了得，婆婆听
了喜滋滋的，对我又美言了几句，
夸得我心花怒放。

我拿着香肠回家，婆婆走在前
面，不停地问我累不累。我的手其
实被香肠的绳子勒得生疼，但我还
是摇了摇头，这十多年里，都是婆
婆一个人置办年货，很辛苦。我这
才体会到婆婆的不容易，希望以后
多找机会帮帮她，让她轻松些。

陪婆婆办年货，累并快乐着，
忙并成长着。我决定以后的年货，
都由我一人来承办，让婆婆轻松过
年。

去年底，我们家照例评“先进”，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先进”人物
的评选不再无记名投票了。

父亲呷了一口水，庄重地说：
“我思虑再三，今年的家庭‘先进个
人’评选，不再沿用老模式了，票投
完就走人，谁的票最多‘先进’就是
谁。按照今年我们家的实际情况，
这个办法最好。”

父亲一说完，大家并没感到很
意外，因为我们知道，父亲一向做事
很严谨，是个态度诚恳的人。我们
朝前探了一下头，都想听听父亲的
高见，这时父亲说话了：“这一年，我
做的有欠缺，看似事小，如不改正，
将来或许成大患。今年嘛，我就没
资格再评‘先进’了。”父亲停顿了一
下，歉意地说：“我本来打算把烟戒

掉，因平时琐事多，竟给忽略了。”父
亲把目光移向大哥，对大哥说：“你
呢，今年表现得有进步，但仍有不足，
往后这事务必收敛。”全家人都想知
道大哥哪儿不妥，父亲指了指柜橱
里摆放的几瓶酒，加重语气说：“这个
东西今后千万要少喝，虽然以往喝的
不算多，但有抬头迹象，如不及时约
束自己，将来后果可能很严重。”

父亲对每个家庭成员一一作了
点评，对存在的问题都准确地指了
出来，并作了认真分析，全家人频频
点头，一致表示赞同。

评“先进”的关键时刻到了，父
亲缓了一下语气，但说话很严肃：

“今年由我提出候选人，大家来表
决。”

父亲刚说出候选人，大家就议

论起来，原来父亲推选的候选人是
小金锁，小金锁是我的小侄子，在附
近一所学校上小学。没等大家开口
提问，父亲就大着嗓门说：“去年我
们家评‘先进’，小金锁说过，他要给
自己立规矩，还说一定说到做到。
往年他上课经常迟到，自从给自己
立下规矩，一年来小金锁天天上课
都很准时，而且学习也大有进步，还
团结同学，尊敬师长。”父亲越说越
激动，“先进不分年龄大小，今后我
们就是要给自己立规矩，把不好的
习惯彻底甩掉。”

今年我家评“先进”不一样，在
父亲的提议下，全家人一致举手通
过，小金锁因给自己立规矩并很好
地完成了目标，被评为2018年度家
庭“先进个人”。

小时候过大年，心情是非常渴望和期盼的，
除了穿新衣、扎花灯、贴对联、放花炮之外，还有
一道很重要的程式，那就是贴年画。

至今记得，小时候过阴历年时，每每到了年
根底下，外祖母会颠着一双小脚，颤颤巍巍地到
几里外的集市上，高高兴兴地买上一卷子年画
拿回家。之所以叫一卷子，是因为有数张之多
卷在一起，待忙完一系列繁杂的年事，比如做新
衣、蒸年糕、炸丸子、扫房子、祭灶、贴春联、粘窗
花，最后才把年画糊到墙上，年的氛围渐渐被推
至高潮。

那时候的年画有《吉庆有余》，天蓝的底，两
个胖娃娃，一男一女，手里托着一条红鲤鱼，寓
意日子过得富富有余。还有《松鹤延年》，一个
老寿星，旁边立着两只瘦高的仙鹤，寓意长寿健
康。还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当然也
有民间传说和典故制成的年画：一百担八将，

《红楼梦》里的宝黛等等。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最早
我就是从年画上认识的。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诠释，年
画是中国传统文化向我打开的最早的一扇窗口。

传统年画一般都有着比较夸张的色彩，线条明快，色调
反差大，内容一般超越现实，早期的门神之类驱邪呈祥，到
晚期的单纯意义上的祈愿，可谓是一个飞跃。

年画是我国古老的传统和民俗，远在一百三十多年前，
清朝的文人李光庭的文章中有所记载：“扫舍之后，便贴年
画，稚子之戏耳”。年画由此定名。

在现在孩子的眼里，年画可谓陌生又遥远，现代人工作
压力大，节奏快，步履匆忙，已经很少能有闲情逸致停下来
回顾或张望，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悄然改变，对于传统节日日
趋淡漠，过年过节，连年夜饭都为了图省事，不过是去饭店
里订一桌，哪还有闲心贴年画？年画在城市里基本已见不
到踪影，在偏远的乡村或许还能寻到那浓浓的年味。

岁月渐去渐远，年味越来越淡，再也寻觅不到小时候那
种心境，做新衣、蒸年糕、炸丸子、扫房子、祭灶、贴春联、粘
窗花，最后是把年画糊到墙上，欢欢喜喜守岁纳福，辞旧迎
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岁月怎样变迁，那份留在心
底的、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祝福，永远都不会变。

传统的东西也是整个民族的记忆，民族的记忆是我们
文化的积淀和精粹，真心不希望被人们淡忘。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一屋不扫，何以扫
天下”的汉语典故，讲的是东汉时期，有一个
名人叫陈蕃，他少年时独居一室，庭院龌龊不
堪。他父亲的朋友薜勤见状批评他说：“你为
什么不把屋子打扫干净来接待宾客？”他回
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薜
勤当即针锋相对地反问：“一屋不扫，何以扫
天下？”读后让人感慨万千。

漂泊他乡创业打拼的这些年，儿子的教
育问题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儿子进入小
学学堂后，我曾经多次在电话和短信中听到
老爹老娘说，湘儿不喜欢劳动，学校一有大扫
除任务，就叫他们代劳。对此我深感忧虑，为
了改变湘儿的这种厌恶劳动、不求上进的坏
习惯，培养他勤劳朴素的良好行为，让他快乐
健康地成长，我决定辞职回到老家担起育儿
重任，用言传身教改变他的这种不良习惯。

回到老家后，根据孩子的性格和缺点，我
制定了一个“三步走”计划。第一步，家校互
动沟通后，学校每周的大扫除，我都和老师亲
临现场监督指导，用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他的行为，有了我和老师的监督，儿子终于拿
起扫把走进了大扫除的行列。第二步，每个
周末假期，我给他讲自己小时候放学后还要
洗衣做饭、扯猪草喂猪等如烟往事。晚上还
陪着他一起看红军不怕脏和累、不畏艰险、勇
于牺牲的长征故事，从网上下载“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的汉语典故让他反复阅读，从思
想上给予启发和教育。第三步，我还充分利
用空闲时间，手把手地教他扫地、拖地、洗碗、
洗衣服等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学会后还让
他每个周末承包家里的大扫除工作，偶尔还
带他去乡下体验农村生活，让他在劳动中收
获快乐，在劳动中体味艰辛。久而久之，儿子
怕苦怕累怕脏的思想也就逐渐得到了矫正，
不爱劳动的行为也在“高压”的培养中得到了
很大改变。

如今四年过去了，我家十岁的儿子不仅
学会了扫地、拖地、洗碗、洗衣服等家务劳动，
还主动承担了学校每天冲洗厕所的任务，前
不久还被学校评为“劳动之星”。从被动劳动
到主动承担，从一到大扫除就叫爷爷奶奶代
劳和什么都不会的“小懒虫”到学校的“劳动
之星”，儿子的改变让我颇感欣慰。从这件事
情上，我得出了结论：一味迁就和溺爱是培养
不出能够吃苦耐劳、积极主动、生活、自理的
好孩子的，只有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让
他们从小就接受一些良好的家庭教育，每天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学一些自食其力的
技能，才能走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含在嘴
里怕化了，抱在怀里怕飞了”的育儿怪圈，从
而培养他成长为一名“既能扫一屋，也能扫天
下”的栋梁之才。

“最美红娘”臧红岩臧红岩 言传身教

矿山世相 ◎刘兴洋 白敬军 雍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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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 孟婕 摄

朋友推荐，我购买了汪洁洋的推理小
说《钝悟》，这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处女作，
是一部饱含深情的作品。

《钝悟》讲述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
活在北方小镇的孤儿沈亦如，读初中时与
班上帅气顽劣的富家公子秦楠渐生情愫，
却因沈亦如遭遇一桩校园性侵，杀人之后，
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害怕一路南下，逃
到经济特区开始了打工生涯。后因秦楠染
上赌博恶习，种种变故之后两人天各一
方。沈亦如苦苦寻找秦楠，却落入魔掌，经
历了非人的虐待，沈亦如发誓要展开疯狂
报复，中年有成后的沈亦如忽而天使忽而
恶魔，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复仇，不仅使多年
前性侵案中的受害者、施暴者、冷漠者，复
仇与救赎如同剧烈的旋涡，不会让其中任
何一个人逃脱，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黑恶势
力保护伞和海洋生态环境破坏者，也不会
让其中任何一个人逃脱。以匪夷所思的逻

辑思维能力，简洁明快的叙述方式，刻画入
骨的情感纠葛和不着痕迹的残酷描写，故
事层层推进,案件抽丝剥茧,案中案的离奇
诡异一一昭示。读过之后，书中那些栩栩
如生的人物, 构思巧妙的场景,即便闭上眼
睛，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钝悟》聚焦当前社会三大热点问题：
校园安全、环境保护、打击黑恶势力保护
伞。用一根责任的丝线紧紧地串在一起，
具有很强的时代烙印和精神内涵,字里行间
透露出作者坚定的信念和内心强大的正能
量。无论是道德生态环境，还是自然生态
环境，或者官场生态环境，你伤害了谁，都
不能一笑而过，即使当整个世界已遗忘那
段往事时，心魔也会继续寻找复仇的契
机！谁破坏了公认的准则(或叫生态环境)
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道德的审判、良心的
谴责，有的是立即的、更多的是滞后的，有
的是一时的，更多的是长期的，有的是快刀

斩乱麻式的，更多的是凌迟式的。
再次读完《钝悟》后，我就很想知道作

者的背景，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在本应
是男人强项的领域写出这么好的作品？汪
洁洋 1979 年 7 月出生于吉林省通化市(据
说祖籍是江苏省扬州市)，本科为湖南大学
应用化学专业、研究生为湖南大学理论物
理专业(碳纳米管对电磁波的吸收机理方
向), 相关论文被广泛引用，已经成为此领
域研究的基础理论。目前，在湖南广播电
视台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资深
媒体人，博弈论、逻辑学、心理学和记忆法
专家。

作为一名理科女，是如何走上推理小
说的创作之路呢？据其好朋友介绍，从儿
时起,汪洁洋就在写作方面崭露天赋，作文
总是被老师当成“范文”在同学中传播，大
家本以为她会“驾轻就熟”地选择文科专
业, 更好地实现她的作家梦，但高考时她却

偏偏成为“理科女”，让很多人不理解，职业
道路与梦想渐行渐远。读书破万卷之后,汪
洁洋重新燃起儿时的作家梦，拿起纸笔, 将
文科和理科的优势有机结合，从悬疑推理
开始文学创作。也许当年高考的弃文从理
就是为了今天更好的创作？无数个白天黑
夜，放弃与亲友欢聚,孤独地坐在电脑前，与
书中的人物进行交流，用匠人的精神进行
写作，这种艰辛与付出谁人能体会和理解？

汪洁洋继《钝悟》《三个妹妹》《国民大
饭店之暗流》三部推理小说正式出版之后，
一发不可收拾，文理结合的优势得到了充
分发挥，《国民大饭店之湍急》《国民大饭店
之沸腾》《啊,从天而降的男神们》等作品又
在密集的出版发行之中，理科女的文学梦
不断梦想成真。希望不久的将来她能真正
成为中国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超越阿瑟·
柯南·道尔，在世界文坛开创中国推理小说
自成一派的新版本。

理科女的文学梦
——读汪洁洋推理小说《钝悟》有感

过往岁月 ◎积雪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