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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

“斯梅代雷沃是一座古老的城市，
也是多瑙河岸边风光优美的城市。尽
管我们的古老城堡比不上你们中国的
万里长城那样雄伟，但却是我们的骄
傲，因为历史上这里曾经是塞尔维亚
的首都，很多的历史都与这座城堡有
关。河钢塞钢的管理团队来自河北唐
山，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与唐山缔结友
好城市，欢迎更多的中国朋友到这里
观光旅游！”亚斯娜向我们自豪地推介
着自己的城市。

接着，她道出了两个真诚的感谢：
“在这里，我首先要特别感谢习近平主
席对斯梅代雷沃的访问，这于我们每
个人都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中国
是个世界闻名的大国。习近平不仅是
中国的国家主席，也是世界上重要的
政治家之一，他千里迢迢地来到塞尔
维亚，而且来到我们斯梅代雷沃这座

小小的城市，走进钢厂看望员工，与他
们面对面地进行亲切交流，让人感到
非常和蔼可亲！其次，我要感谢河钢塞
钢的管理团队，他们不仅是我个人的
朋友，也是我们整个城市的朋友，我们
都欢迎他们的到来。正是由于钢厂经
营有方，这座城市才得到了拯救，这是
非常巨大的贡献。我这样说，一点也不
为过！这种拯救，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收
入方面，也体现在精神方面。中国人和
我们一起在城市里组织文化活动，一
起庆祝城市日，一起参加‘诗歌之夜’，
一起组织秋季展销会，彼此就像一家
人，好像已经在一起相处了1000年一
样！河钢集团技术先进，资金充裕，而
塞尔维亚地理位置优越，钢铁生产经
验丰富，工人素质高，双方合作可谓优
势互补。我再次感谢中国，感谢习近平
主席和河钢集团！我们期待更多的中

国公司来塞尔维亚、来斯梅代雷沃市，
开展更多更深的合作！”

采访结束，她叮嘱秘书送给我们
每人一个风格独特、装帧精美的酒具
挂树，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礼物。当我们
从女市长手里接过这珍贵的礼物时，
真切地感受到这位多瑙河女儿的浓浓
情意。

的确，河钢塞钢给当地带来的不
仅仅是居民收入的增加，更使他们重
新获得了一种归属感，重新找到了自
己的家，同时也给这座城市注入了崭
新的希望。

走进今天的斯梅代雷沃市区，你
就会发现由于河钢塞钢的迅猛发展给
这座古老城市带来的引人瞩目的变
化：一些斑驳锈蚀的公交车站牌已经
更换一新，年久失修的路面已经进行
了新的翻修，从市长到市民，从沿街超

市到个体餐馆的老板，都对中国人有
一种特别的亲近。

我们在多瑙河岸边散步时，迎面
走来的许多老人都会热情主动地上前
打招呼：“中国人，你们好！”

这亲切的称呼，正在成为这座城
市动人的旋律。

我的心弦瞬间被拨动了。
多瑙河是斯梅代雷沃的母亲河，自

古以来这里的人们都在岸边长大。多瑙
河所流淌的是斯梅代雷沃的历史，也是
整个塞尔维亚的历史，所有的辛酸与
苦辣、忧伤与欢乐都凝聚在两岸迷人
的灯光里。这些繁星一样的灯火，在辽
阔而深邃的夜空下曾经闪烁过上百
年，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放射出宝石般
奇异的光，如此晶莹，如此明亮，让这
座地处中东欧的幽静小城里的每个人
都感受到那温暖而璀璨的力量。

近期，据光明网舆情中心
观察，有近六成网友称自己出
现了提笔忘字的情况，有网友
称：“同桌问我某个字怎么写，
一下子懵了，我发现自从沉迷
于手机，好多字一提笔就忘了，
太可怕了。”（4月9日光明网）。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
汉字不仅是沟通符号，也是传
统文化的基本组成单位，是我
们民族大树汲取养分的根须。
曾几何时，写一手好字曾是一
技之长，在文明的薪火相传中，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成为中华
文明的一大特色。随着电子产
品和各种输入法的广泛使用，
信息录入似乎也越来越人性
化，甚至能“模糊联想”“自动纠
错”，“写字”只要大概知道读音
即可，不需一笔一画地写。于
是，不少人丢掉了笔和纸，在享
受高科技便利的同时，把蕴藏
在汉字书写中的文化意义也一
并丢掉了。

在网络时代之前，国人也
曾有集体书写的民族记忆。然
而，进入互联时代，无论是研墨
润笔，或者拿硬笔书写，在很多
时候都已经可遇而不可求，相
反，在键盘上敲打，在手机上点
击，已经成了多数人的“常态”。
如今汉字“失写症”患者颇多，
经常是一个字，看着认识，提笔
就忘，一不小心就写成了错字、
白字。所幸，汉字书写能力差、
写字难看等问题，已经引起越
来越多人的重视。

众所周知，汉字是中华文
明传承和发展最主要的工具和
载体，体现着东方文明特有的
思维和文化。一个“道”字，表现
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共生
关系。一个“和”字，成为中华文
明的核心理念。由于信息化时
代的特点，我们可能以后认的
字会多一些，但会写的字却越
来越少，此种情况在世界很多
国家都已出现。与此同时，各国
政府重视母语使用与国民语言
能力提升行动也悄然兴起。如
美国 2002 年通过《不让一个孩
子掉队》法案用长达 45 页的篇
幅讨论了“语言教学”问题。又
如，1994 年法国议会通过《法
语使用法》，2005 年俄罗斯《俄
罗斯联邦国家语言法》，以及韩
国关于韩国语言发展的《世宗
计划》等，均对本民族语言的使
用和文字的应用提出了具体
要求。

文字是文化和文明传承的
载体，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
统得以延续的主要手段，也是
民族性和民族认同的核心内
容。科技在发展，网络只会越来
越发达，新型输入法越来越普
及，一些人的“失写症”可能还
会加剧，而汉字书写能力的养
成需要长时间积累。因此，要最
大程度地唤醒公众意识，找准
文化传承与个人所需之间的

“最大公约数”，让汉字书写成
为大众陶冶情操、提高自身素
养的自觉自愿行动。一方面，要
进一步落实好《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法》和《国家中长期语言文
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约束，推
进汉字书写，挽救母语教育；另
一方面，要最大程度地推动公
众书写，重视汉字书写训练，采
取在中小学开办书法课、汉字
书写进社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提高全民族书写能力和
文化修养水平。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到“失写症”现象并且行动起
来，向社会倡导书写汉字、保护
汉字的意识，呼吁告别“失写
症”就要从自己起、自一笔一画
始，在笔尖上重新发现汉字之
美，在黑白间架中体会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这是我们不可
推卸的历史责任。重拾“汉字书
写”，不只是感受汉字之美，更
是呵护母语、“书写”文化、传承
文明的责任。

多瑙河岸边的灯火

（报告文学

）

河钢塞钢女员工白莉娜一
家，在塞尔维亚共和国斯梅代
雷沃这座 10 万人口的古老钢
铁之城中颇具代表性。

白莉娜1978年4月出生在
白俄罗斯的格罗德诺。父亲是
大学物理系教授，母亲是医学
院教授。夫妇俩只有她这么一
个宝贝女儿。她自幼积极上进、
勤奋好学，在当地上完小学和
中学后，考取了明斯克的国立
大学国际关系系，除了学习英
语专业外，还选修了一个专业
就是汉语。教汉语的是一位来
自天津大学的教授，从此白莉
娜便与中国结缘。她在大学里
学习了五年汉语，毕业后曾在
当地的一家中国企业当翻译。

说起为什么要学习汉语，
白莉娜认为这得益于父亲的先
见之明。

1992 年，白莉娜的父亲因
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中国黑龙
江省进行学术交流。当时地处
中俄边境的黑河边贸开放的热
潮正如火如荼，大批俄罗斯边
民潮水般通过界河涌到这里采
购货物，然后又背包携囊地背
回国内进行销售，这让白莉娜
的父亲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
的冲击。回国后，他就提醒正在
学习英语专业的女儿，不仅要
学习英语，还要选择另一门外
语，就是汉语，因为通过这次中
国之行他发现，中国是一个具
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父亲的这种超前预见，冥
冥之中给白莉娜在多年之后能
够 到 河 钢 塞 钢 工 作 埋 下 了
伏笔。

2002 年，25 岁的白莉娜
认识了大她 7 岁的塞尔维亚籍
男友，名叫涅波伊沙。涅波伊沙
从贝尔格莱德大学机械系毕业
后，就一直在斯梅代雷沃钢厂
工作。一年后，白莉娜跟着涅波
伊沙来到斯梅代雷沃，并在亲
人和工友们的真诚祝福中举行
了隆重的婚礼。其后，两个孩子
相继出生。那些日子，白莉娜的
主要任务是在家里带孩子，因
为家庭负担重，单靠丈夫一个
人的工资远远不够用了，她决
定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复习英语
和汉语，准备外出寻找工作。

2008 年，也就是在全球金
融危机爆发的那一年，白莉娜
应聘到美钢联收购的斯梅代雷
沃钢厂当英语翻译，从那以后
再没有接触汉语的机会。后来
又添了两个孩子的她感觉家庭
负担越来越重，本来靠夫妻俩
在钢厂打工的薪金也只能把日
子过得捉襟见肘，令他们万万
没想到的是金融危机的暴风雪
越刮越猛烈，他们赖以生存的
钢厂开始陷入长期亏损，处境
越来越困难。2012 年美钢联拂
袖而去，让5000多名苦命的员
工陷入悲观和绝望。白莉娜夫
妇双双下岗，一家人的生活陷
入极度的担忧和沮丧之中。夫
妻俩为未来的生存发愁，连觉
都睡不好，只能仰望窗外多瑙
河上暗淡的星光长吁短叹。

塞尔维亚有两大行业：一
个是汽车，另一个是钢铁。钢铁
不行了，能够在汽车企业谋一份
工作是唯一的选择。几经奔波，
涅波伊沙终于在远离斯梅代雷
沃100多公里的克拉古耶瓦茨
一家汽车配件厂找到了一份差
事。由于工作卖力，几年后被提
拔为质量管理部长。尽管工资收
入要比原来在钢厂高，能够减轻
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然而这种两
地分居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白
莉娜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带四
个孩子，生活不堪重负。

黑暗的日子总有尽头。
从 2015 年开始，恰逢当时越来越

多的中国企业乘着“一带一路”倡议的
东风，来到塞尔维亚投资建设桥梁和公
路等基础交通设施。白莉娜开始复习汉
语，等待着到社会上找工作的机会。令
她没想到的是，父亲当年的预言得到了
历史性的应验。

次年盛夏时节，就在斯梅代雷沃
钢厂 5000 多名员工落魄的日子跌到
谷底的时候，却迎来了意外的幸运转
机：河钢集团收购了让他们伤透心的
钢厂，并承诺保留全部员工。紧接着，
在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来到河钢塞钢视察，并发
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给了员工们从未
有过的尊重和久违的温暖，融化了他们
沉积已久的心灵冰雪，员工们仿佛迎来
了万物复苏的春天。

那是一个让员工们热血沸腾的日
子。这可是斯梅代雷沃钢厂悠久历史
中，第一次迎来外国国家元首，而且是
东方大国的国家元首，从万里之遥特意
专程来看望他们这些素昧平生的普通
员工，这是多么大的尊重啊！那天白莉
娜和其他员工们一样都早早地赶到钢
厂，组成热烈的欢迎队伍等待着习近平
主席的到来。当习近平主席走出车门的
时候，人们沸腾了，他们欢呼着，雀跃
着，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从此，白莉娜的命运发生逆转。她
原先学习过的汉语终于派上了用场。她
不仅在河钢塞钢财务部门担任中文翻
译，而且受邀给中方管理层讲授塞语。
尤其让人激动的是河钢收购仅仅半年
就实现了扭亏，第二年实现了全面盈
利，企业的效益越来越好，劳动岗位和
工资都有了保障，许多原来离厂的员工
都想回来。

白莉娜经常把好消息带回家，这让
丈夫动了心。因为他毕竟在钢厂工作多
年，业务熟悉，所以还是想回来干老本
行，他专门来到钢厂向中方管理层表达
了强烈的愿望：“能不能让我回来？”

河钢塞钢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宋
嗣海批准了他的请求。

“欢迎！”
2017年，涅波伊沙辞掉了克拉古耶

瓦茨那边的工作，兴致勃勃地返回了熟

悉的钢厂，不仅夫妻团聚了，而且有了稳
定的工作和收入，不再为生活发愁了。

2017年5月，中国商务部组建海外
培训，给了河钢塞钢一笔资金。河钢塞
钢用这笔资金组织塞钢员工到石家庄
河北经贸大学进行培训。白莉娜作为第
一批学员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培训期
间，她和其他学员专程前往被称为“世
界上最清洁的钢厂”的河钢唐钢参观学
习，国际一流的先进设备和优美的环境
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到自己工作
的钢厂将来也会提高到这样的水平，她
对河钢塞钢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更让她高兴的是，不仅自己被提拔
为河钢塞钢总经理助理，丈夫也被提拔
为冷轧厂厂长，夫妻俩都成为企业的中
层，家庭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他们不用
再为抚养四个孩子而发愁了。

如今，他们的大女儿已经 17 岁，大
儿子 15 岁，二儿子 10 岁，都在上学；最
小的女儿还在上幼儿园。钢厂变好了，
手中有钱了，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和美
快乐。

大女儿塔玛尤其为家庭的变化感
到高兴，特意用纯真的笔触和诚挚的情
感创作了一幅《妈妈工作在河钢》的铅

笔画。后来，这幅作品在河钢集团成立
10周年书画展中获得了优秀奖。

宋嗣海独具匠心地举办了个小型
的颁奖仪式，并将河钢集团董事长于勇
赠予小作者的获奖证书、纪念章、画册
等转交给了白莉娜。喜出望外的她在第
一时间就与在白俄罗斯陪伴外婆的大
女儿进行了视频通话，母女二人都激动
不已。

谈及河钢塞钢给她带来的家庭命
运 变 迁 ，白 莉 娜 眼 眶 发 潮 ：“ 我 丈 夫
2002 年入厂，到 2012 年离开，整整十
年。他很爱这个企业，工作也非常努力，
当初离开这个厂，完全是迫不得已。河
钢收购后，企业效益一天比一天好，让
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他又重新回
到了原来工作多年的工厂。我们万万没
有想到河钢塞钢具有这么强的实力。随
着工资的上涨，工友们的安全感不断增
加。现在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
源，很开心。我能感觉到大家都活得越
来越有精气神！我们对河钢塞钢充满了
感恩之情，一定与中方团队一起把企业
建设好，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将来也到
河钢塞钢工作，一代更比一代强地创造
美好未来!”

到达斯梅代雷沃的第三天下午，市
长亚斯娜·阿夫拉莫维奇女士就热情地
会见了我们。当年轻的女翻译波亚娜带
领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市长办公
室时，这位长着栗色头发，沉稳而优雅
的女士刚刚接待完一拨客人。

亚斯娜·阿夫拉莫维奇生在斯梅代
雷沃，长在斯梅代雷沃。医科大学毕业，
防疫学博士。当过医生，从主治大夫到医
院院长，在医疗战线上工作了 20 多年，
在当地颇具影响力。2004年亚斯娜当选
为市长，十几年的时光，她已经由一个专
业人士磨炼成为出色的政治家。

亚斯娜曾经在 1985 年到过北京，
登上过雄伟的万里长城。那时，正值中
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
正发生着巨大变化，给她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虽然从那以后亚斯娜再没去过中
国，但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有关
情况还是源源不断地传到塞尔维亚，让
她很受触动，亚斯娜也想借鉴中国改革
开放的经验，建设好自己的城市。

一见面，她就让秘书拿出一张写着
两个中国名字的纸。原来这里每年都要
举办世界性的“秋季诗人节”，已经持续
了 40 多届，是最具影响的国际文学奖
之一。其中邹荻帆和赵丽宏两个中国诗
人都曾荣获过“斯梅代雷沃城堡金钥
匙”奖。

谈及河钢塞钢，她向我们讲述了一
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那是 2018 年夏天一个周日的下
午，亚斯娜接到一个电话，反映钢厂周边
的一户居民院内意外进水，情况非常危
急。她马上联系河钢塞钢办公室主任嘟
哒女士，请求帮助解决。嘟哒向王连玺副
总经理汇报了这件事，二人迅速赶往现
场，同女市长一起经过仔细勘察，他们发

现原来是岸边的树木倒伏在河道方向，
拦住了上游冲击下来的枯枝树叶，造成
水位倒灌，已经漫进了院子，淹没了三分
之二的区域，养的猪为躲避洪水的威胁
都仓惶地退到墙根下了。要解决水位上
涨的问题，必须使用长臂工程机械把倒
伏的树枝清除。但是，专程赶来的市政工
程公司没有这种长臂工程机械，只好再
次向王连玺求援。王连玺迅速联系河钢
塞钢有关工程公司相关负责人，将长臂
工程机械车开到现场，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紧急处理终于化险为夷。事后，亚斯娜
反复致谢，感谢河钢塞钢帮了大忙，挽救
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

为什么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
却让这位女市长对中国媒体记者多次
提起，念念不忘？

她道出了内心的缘由：“在美钢联
经营管理时期，我也是市长，可他们与
市政府一点关系也没有，更谈不上有任
何合作，好像是‘城市以外的钢厂’。河
钢塞钢却大不相同，不仅经营钢厂，而
且对我们斯梅代雷沃的市民特别友好，
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帮助我们处理

‘与公司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其他社
会问题’。作为市长，我对此感受颇深！”

谈及斯梅代雷沃钢厂 5000 多名员
工的命运变迁，似乎一下子触及到亚斯
娜心灵的痛点。她缓缓地站起身，目光低
垂地说道：“斯梅代雷沃是个钢铁工业城
市，整个城市几乎没有其他的行业。钢厂
里有5000多名员工，每个家庭有3、4口
人，加起来就是一万多人。如果把为钢厂
服务的许多承包商、供应商和雇用人员
计算在内，总共有 2 万多人在为钢厂工
作。也就是说，这座有 10 多万人的城市
里，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的工作
直接或间接与钢厂有关。如果这个钢厂

不运转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就会陷
入瘫痪。美钢联撤走以后，钢厂处于半停
产状态，工厂面临关门，员工面临失业，
许多相关联的小公司也难以为继。在河
钢收购之前，政府每年都要从国库挤出
1.5亿美元勉强支撑钢厂运行。这么多的
人生活不好，也影响我的心情和工作。最
大的担心就是这2万多人的家庭和孩子
是不是有饭吃，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作
为市长，我的心里很难受呀！”

说到这里，她话锋一转，脸色也陡
然明亮起来：“2016年河钢接手钢厂后，
我的心情特别舒畅，从此不用再担心斯
梅代雷沃市的未来。河钢集团的到来，给
我们的城市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过去
死气沉沉，现在充满活力。仅仅半年的时
间钢厂就扭亏为盈！现在生产经营稳定
了，员工们每月 1 日、15 日都能正常领
到工资，可以开心地到菜市场买菜，到商
场买衣服、买家电，到电影院看电影。不
仅老员工生活得到了保障，而且年轻的
员工不断进厂，使我们城市的居民失业
率由过去的 18%下降到了 6%。钢厂的
复兴带动了更多的人就业，也提升了城
市的新生儿出生率。过去由于企业效益
不好，有孩子的，想多生怕养不起；没结
婚的，没条件买房。现在有孩子的也开始
考虑再生，买新房结婚的年轻人也越来
越多，所以新生儿的出生率不断上升，如
今排在塞尔维亚首位。与此同时，也大幅
度提高了本地的税收。过去我们市政府
的财政收入只有200多万欧元，2017年
提高到了500万欧元，是原来的两倍多！
有了这些资金，我们就可以修复基础设
施，改善社会环境，调整人口政策，投资
城市文化建设，开展日常活动。这都是多
么重要的事情啊，以前却是不敢想象的！
市民满意，我也满意！”

白莉娜的命运发生逆转

“河钢塞钢，挽救了斯梅代雷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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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塞钢塞方员工德扬 （右二） 在度假房二层阳台和女儿快乐玩耍。德扬和
妻子都是公司职工，河钢收购他们的企业后，收入稳定了，银行给他们贷了
8000 欧元，加上积蓄的 1.2 万欧元，2016 年 8 月他们买下了位于多瑙河畔心仪
已久的度假房。 记者 贾 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