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春刚
北京电力医院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

□本报记者 盛丽 整理
党组织时刻在我身边

2004年8月我来到北京电力医院开启自己的
医生生涯， 到如今已经过去13年了。 说起入党的
时间， 比上班的时间还要早， 是在2002年， 那年
我还是个大学生。 在加入党组织的15个年头中，
我深深的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当然这种温暖， 体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 在
我的业务提升上， 就很有体会。 每年， 北京电力
医院都会提供给年轻医生不少培训机会。 不管是
专业学习班， 还是到社区义诊， 这些方式都让我
的业务能力得到很大提升。 2009年开始， 医院进
行改扩建。 硬件提升的过程中， 也给年轻医生带
来一些分批到三甲医院培训的机会。 2011年， 我
到协和医院进行培训， 学到不少业务知识。

不仅是参与同行之间的专业培训交流， 每年
学雷锋纪念日、 五一、 七一、 十一这样的日子，
医院的党群工作部， 也会提供机会， 组织医生来
到社区、 附近的单位给居民、 职工进行义诊， 将
党的温暖带给更多的人。

跟随医院来到社区义诊 ， 给居民们进行科
普、 查体、 讲座， 也宣传了年轻大夫。 比如今年
3月学雷锋纪念日， 医院党群工作部就组织医生
开展义诊。 我们来到医院附近的太平桥社区， 给
这里的居民做医学知识的宣教和查体。 这些机会
对于医生提升业务也是很难得的， 这些特殊的体
会和机会， 都会让我感受到党组织传递的温暖。

此外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 也让我感受到党
的温暖。 那是在2010年， 医院迎来建院30周年。
这时， 我被临时借调， 派去完成一个艰巨的任

务———要和党群工作部的刘丹老师一起梳理院史。
半年多的时间里， 我们每天都会跑到档案室翻

资料。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是很快，在刘老师的帮助下，工作顺利进行。 有人
问，这个工作为什么会让我感受到党的温暖？这个问
题回答起来不难。 因为通过这项工作，我锻炼自己查
阅资料的能力，对医院更加了解，增强归属感和主人
翁的感觉，衷心感谢党组织给我这次机会。

还有在工作中， 也有不少老党员让我感受到温
暖。 比如， 我们科室的党支部书记岳凤枢。 不管是
在思想、 生活上， 还是在业务上 ， 都时刻关心我
们。 年轻医生和患者沟通时， 有时会遇到急躁的情
况， 和患者沟通的方式会比较生硬……这时， 党支
部书记岳凤枢会帮助我们协调， 站在年轻大夫的角
度思考， 并和家属沟通。 他的理解和支持， 让我感
到党带来的温暖。 还有2013年， 我刚刚回到临床，
却得了阑尾炎。 生病期间 ， 党委和同事都来看望
我。 这更让我感受到来自党组织大家庭的温暖。

在党组织的关心下， 我在业务上也有了很大的
进步。 2006年， 我获得院级先进工作者称号。 2008
年， 获得院级优秀共产党员……每一个荣誉， 对我
来说都是党的温暖， 温暖化成激励我前行的力量。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宣传干部

□本报记者 马超 整理

今天， 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
立96周年纪念日。 回顾96年的峥嵘岁
月， 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始终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的党员砥砺前行。 在党的带
领下， 无数党员扎根一线、 坚守平凡。
他们心怀理想信念， 牢记为人民服务
宗旨， 用行动诠释着党员心中的那抹
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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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党的关怀下成长

肖然

在建党96周年到来之际， 北京现代的共产党
员们不断地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和人格魅力感召着
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向党组织靠拢， 凝聚在党的周
围， 党员人数突破2000人， 形成了跟随党的队伍
越走越长的别样风景。 而我， 走在队伍中间， 听
着过去的故事， 讲着现在的故事， 继续书写着未
来的故事……党， 见证着我的成长！

党给我的温暖， 还得从十多年前说起。 2004
年7月， 北京市劳动保障学院党委办公室傅中平
书记的欢声笑语， 因为这一天对于他对面的学生
来说， 是充满意义的一天。

在党委办公室里， 傅中平书记正在和对面那
个有点稚嫩的学生谈话， 这关系着这个学生能否
加入到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这是一
次漫长的谈话， 可能连傅中平书记自己也没想
到， 原本二十分钟的谈话， 却进行了两小时四十
分钟； 这是一次愉快的谈话。

这两小时四十分钟， 让这个学生明白了什么
是共产党员， 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 这个还没有
踏进党组织大门的学生，心绪难平。 谈话结束，学
生轻轻的关上党委办公室的门， 在门即将关上的
刹那， 屋里面传来一句深刻而温暖的声音： “记
住， 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这一刻， 这一天，
那个学生把共产党员和自己的心连在一起。

那个学生就是我， 在即将离开学校的那一
年， 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2004年1月， 还没有离开校园的我到北京现代
汽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的生产一线实习。 面对北京
现代创业初期的艰辛， 还没有经历过社会洗礼的我
完全不适应北京现代的工作节奏， 长时间、 高强度
的流水线作业， 让我脆弱的心理到了崩溃的边缘。
然而， 我是幸运的， 我听到了一个个让我无比振奋
的故事， 那是讲述20个年轻人为了圆北京汽车人四
十年的轿车梦想， 作为北京现代第一批员工赴韩国
现代汽车学习的故事； 那是共产党员们用梦想和激
情， 创造了 “现代速度” 的故事； 那是在创造奇迹
的日子里， 无数共产党员为北京现代的发展用不知
疲倦的奔跑书写的北京汽车工业奇迹的故事……一
个个故事， 坚定了我留下来的决心， 带给我力量，
教我顺利完成了一名学生向一名社会人的转变。

在北京现代， 优秀员工不一定全是共产党员，
但共产党员一定是优秀员工， 这一点不仅是中方员
工的共识， 也是韩方员工的共识。

来北京现代的13年时间里， 尽管我的岗位会发
生变动，但是党组织对我的关怀与温暖从未变过。在
每一个转变期，都有一位位优秀的党员来帮助我，是
党的关怀帮助我成长，也见证了我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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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我心中 党的光辉照我心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