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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之家

■图片故事

投稿要求如下：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一家几代行医 ， 不算少见 ；
但一家四口皆行医， 而且在同一
家医院工作， 就不多见了。 翟乃
璞一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他
们一家行医为民的故事在我们这
儿传为佳话。

有人说， 医院是一个没有硝
烟的战场。 翟乃璞作为一名优秀
的外科医生，一直在冲锋陷阵，救
死扶伤。几十年来，经过他诊治的
病人已经数不过来， 每年春节的
时候收到的祝福短信有几百条。
他已记不起病人的模样， 但病人
的感激却在延续着， 这份感激也
成为他更加努力工作的动力。

翟乃璞的妻子刘爱琴原是一
名护士长， 她干过外科， 干过内
科， 还干过小儿科， 是护理工作
的行家里手。 虽说有些病人喜欢
锱铢必较， 对护理工作提出很多
意见， 她总是施以耐心， 为病人
着想， 让病人感受到在就医中的
温暖。

翟乃璞和妻子平常工作繁
忙 ， 对孩子的教育都是耳濡目
染。 儿子从小就感受到家里的浓
浓医风和父母对病人的尽责。 由
于工作的缘故， 他们平时很少能
一起陪儿子。 在儿子7岁的时候，
他们想给儿子过一个生日。 到了

晚上， 一个电话把母亲叫走， 科
室来了一位重症病人， 必须母亲
上阵。 家里剩下了父亲和孩子。
父亲安慰儿子说， 爸爸陪你。 可
是没过多长时间， 医院又来了电
话， 一位病人急需做手术， 父亲
连忙答应。 挂了电话， 父亲却不
知怎么对儿子开口。 这时， 儿子
突然小声地说， 爸爸， 你去吧 ，
我自己在家就行 。 晚上十一点
多， 翟乃璞从医院回来时， 儿子
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 他心里一
阵阵愧疚。 在儿子成长的十几年

中， 他们说走就走， 风雨无阻。
欠下儿子太多。

儿子考大学的时候， 他们希
望他能报考医学院校 ， 但又不
想， 毕竟从医的路非常艰辛， 当
前医患关系又非常紧张， 心中有
过矛盾。 不过后来， 儿子还是在
他们的鼓励下和自己的坚持下走
上了从医的道路。

2012年， 儿子大学毕业， 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翟乃璞工作的医
院 ， 成了他们家的第三个从医
者。 儿子进入医院后， 工作中虚
心请教， 回到家中向父母讨教，
专业知识增长很快。 他成为同年
中第一个考上执业资格的医生。
也许正是他的好学上进和良好的
家风医风吸引了他的另一半。

儿媳和儿子是一块考入医院
的， 儿媳在妇产科工作。 经过彼
此的接触， 她加入到了他们的家
庭。 两人结婚的那天， 翟乃璞和
妻子激动不已， 他们知道， 从医
路上又多了一个亲人， 一个家庭
中又多了一个冲锋陷阵的白衣战
士。 他们祝福的话不多， 更多的
是期望： 希望儿子和儿媳精于医
术， 心怀仁心， 让更多的患者消
除病痛 ， 让更多的病人健康起
来， 看到明媚的阳光。

办公室里的
小管家
□王士全 文/图

■工友情怀

■青春岁月

捡拾“芳华”
□庆康 文/图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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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邢彦彦冬冬 文文//图图

我和老公结婚十年 ，“爱 ”这
个字， 我们从未说出口。

尼克斯说 ： “婚姻是一本
书，第一章写下诗篇，其余则是平
淡的散文。”而我和老公的婚姻恰
恰相反， 我们的第一章是平淡的
散文， 到了现在才称得上诗篇。

大学毕业， 我留在大城市打
拼。 努力工作，但事业平平，用心
去爱， 竟遭遇无视。 最初设想的
圆满人生也相距甚远， 就在第三
年，我失去大企业的工作，相处两
年的男友也渐行渐远， 在姐姐的
劝说下， 无奈带着满身伤痕回到
家乡。我所在的小城，像我这年纪
早应结婚生子， 姐姐苦口婆心做
思想工作， 最后我同意去相亲。

相亲的地方是市政府大院 。
我心怀抵触， 早在心里设了防。
见面简短几句话， 敷衍了事。 第
二天， 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全力以赴投入了新工作。 记不清
过了多久， 忽然接到他的电话，
彼此说开后， 抛去束缚， 倒像朋
友一样轻松。 没错， 后面的故事
就顺理成章 ， 隔三差五一个问
候， 消失半个月后突然出现， 只
字不提其他， 塞一包奶糖， 递两
瓶酸奶。 就这样， 我们朋友般地
平淡相处， 不喜欢， 也不讨厌。

一年后的一天， 他突然跟我
说： “不如我们结婚吧， 你需要
身边多些安慰， 我在事业瓶颈期
也需要陪伴 ， 我们俩不是正好
吗？” 突如其来的求婚， 我不惊
讶也不激动， 只是停顿一下平静
地说： “也好， 我不讨厌你， 你
也不烦我， 那就结吧！” 就这样，

在一个杏花漫天飘扬的五月， 我
们结婚了。 从结婚到现在， 我们
从未对彼此说过爱， 婚姻却越来
越有滋味， 越过越有感觉， 过成
了现在的诗篇。

“你所结婚的对象是你在最
脆弱时觉得最适合于你的人 ”，
也许如此。 这十年， 我们从最初
的蜗居换了大房， 买了车。 这十
年， 我们有了一个聪明的孩子，
家庭圆满。 这十年， 我们每年相
伴两次旅行 ， 去看山看水看世
界。 这十年， 我们从未过过情人
节， 他却偷偷买下我喜欢的鞋，
送一直心仪的笔记本支持我写
作。 这十年， 我换了几个职业，
每一种尝试他都恰到好处地指

点， 在事业和爱好上， 始终如一
支持我、 鼓励我。 这十年， 我喜
欢工作便工作， 累了就休息， 一
直追随自己的心 ， 从不委曲求
全。 这十年， 我的缺点他全部接
受， 哪怕气得跳脚也只是自己平
息 ， 没试图改变我一分 。 这十
年， 他包里从没超过五百元钱，
工资卡存款全部家当都给我只为
了让我安心……

谁说爱就一定要说出口。 说
与不说 ， 只是形式与内容的区
别， 十年走过来， 我更加注重内
容。 虽然从未说过爱， 却远远超
越了爱。 我们已刻在彼此的生命
深处，无可取代。 情深不过如此，
爱不须说出口，只要用心体会。

不需要说出口
爱爱

冯小刚说 ： “‘芳华 ’ 就是
我们的青春。” 那是一望无际的
蓝天 ， 那是几抹青春飞扬的火
红， 那是那个时代专属于军人的
青春力量， 绝色年华。

我们虽说没有那样绿色军旅
的经历， 我们的 “芳华” 也平凡
平淡了许多， 但一样是人生最青
葱的岁月， 最灿烂的年华， 时时
充溢着酸甜苦辣。 也有爱有痛，
也有失落有激昂， 更有过来不及
回望的成长。

这张照片是我二十五年前在
兰州读中专时的旧照， 我穿着母
亲做的马甲。 母亲是心灵手巧的
裁缝， 做成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
马甲是用姐姐的裤子改成的，屁
股的假兜，居然成了马甲的前兜。
为这我还和母亲大闹了一场。

兰州早晚凉， 穿马甲能护着
前胸后背。 后来才明白， 是母亲
听兰州的天气预报后为我量身定
做的。 母爱朴实无华， 像极了这
件碎格马甲。 我穿着它登上了皋
兰山， 还去过老乡会， 庆幸留下
了母爱深情的回忆。

那时我们几个校友从不同地
方坐同一趟去往北京， 再倒往兰
州的火车， 你炸酱、 我拿菜、 他
带饼， 一凑就是很丰盛的一桌，
吃着、 笑着、 闹着。 一路上车厢
里一直荡漾着爽朗的笑声。

那时我们买不起卧铺， 虽然
路途七千里之遥， 男生们把座位
让给女生， 心甘情愿地睡在硬座
下面， 照样睡得香甜。

那时我们从北京南站顺着人
流嘈杂声涌出， 坐上拥挤且让人
有些害怕的小客车到北京站， 为了
省钱就窝在阴暗的候车室里凑合
一夜。

那时我们有过从北京一直站

到兰州的经历， 也有过从北京一
直站到佳木斯的经历， 精神几近
崩溃， 以至于回到学校或家里，
倒睡在床上， 火车的轮对和钢轨
的撞击声依然不绝于耳。

那时的青春有的是疯一般的
快乐。 我们在绿茵场上恣意地奔
跑；我们在联欢会上尽情地欢闹；
我们的青春可以破涕为笑……

那时却犯了一个天大的傻，
居然不懂爱情！ 怎么没有轰轰烈
烈地恋爱一场？

那时我们可以整夜不睡， 喝
啤酒、 看足球、 观流星雨， 做一
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为其
高兴与悲伤 。 我们可以打个盹
儿 ， 眯一会儿 ， 就又充满了活
力。 我们平时不爱学习， 期末却
点灯熬油为那60分苦战……

看着 一 张 张 老 旧 的 照 片 ，
往事历历 ， 所有的故事都在岁
月里发酵， 散发着一种眷恋、 一
种不舍、 一种回味， 更多的是一
种感慨……

青春的记忆， 不老的芳华，
会在每个人的心中永远的盛放。

曹丽坤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
又天生小巧玲珑的身材， 一双小
铃铛一样黑黑且清澈的眼睛， 话
还没说， 先 “呵呵” 天真地笑，
哪儿哪儿都像个调皮的男孩子。

看走眼了， 小曹的儿子都上
小学了， 早已孩儿他妈了。

小曹确实有一颗孩童之心 ，
无需与之相处多长时间， 三言两
语， 言谈话语， 一笑一颦， 便显
孩童之可爱之像， 干净、 敞亮，
快言快语， 又那么乖巧得体。 古
人云：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
久而不闻其香。 与小曹相处， 如
阳光常在， 久而灿烂无比。 日常
工作诸多小事， 尽显本色。

小曹在单位的业务部， 同事
五六个， 全是大糙老爷们， 唯小
曹一枝独秀。

业务员常年外边跑 ， 不着
家 ， 偌大的办公室 ， 小曹独守
“空房”， 于是乎， 一应 “后台运
转” 业务小曹全部包揽， 大到系
统每日数据上报， 业务合同、 票
据的草拟、 结算等。 小到办公室
每天卫生， 早打开水晚浇花。

虽然业务部一帮大糙老爷

们， 但办公室却清亮整洁， 窗明
几净 。 你就说每个人喝茶的水
杯， 整齐的两排， 规规矩矩地统
一排在物品柜上。 每张工位上，
绝无无用之物摆放， 桌面、 窗户
一尘不染……这个环境的得来，
这些大老爷们良好习惯的养成，
虽可归功于企业的管理制度， 但
小曹功不可没， 柔之有度： “咱
们的茶杯今后用完后都必须放在
这里， 习惯成自然。” 一旦谁下
班或出差忘了把水杯归位， 小曹
一准儿帮你把水杯放到指定位
置。 早晨呢， 小曹悄没声地打来
开水 ， 挨旁儿给大家伙沏上茶
水。 还能咋样？ 哥儿几个没话，一
来二去好习惯慢慢也就养成了。

一次一块儿与小曹坐班车，
到地儿横过马路 ， 见我跃跃欲
试， 小曹伸出胳膊： “危险， 必
须等红灯亮了再走， 出了事就晚
了。” 轻声细语， 但口气毋庸置
疑， 像大人对孩子讲话， 有点泼
辣的小曹， 尽显女性的细心。

对了， 去年年终优秀员工评
比， 小曹得了两项先进， 把她高
兴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