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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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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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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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5点20分 ， 被闹钟叫醒
的隗和妹没有一丝慵懒。 她轻轻
松开搂在怀里只有2岁的二宝儿，
给正在熟睡的大宝儿掖了一下被
子， 有条不紊地开启了超人辣妈
模式。

梳洗、 打扮， 做完早饭， 隗
和妹给合着眼的大宝儿穿上衣
服。 在无数次的催促下， 大宝儿
终于吃完了早饭。 6点半准时出
门， 送6岁的大宝儿上小学一年
级。 出门前， 她把熟睡的二宝儿
放在孩子奶奶身边， 不忘叮嘱一
句 “妈， 我做了早饭， 一会儿您
喂孩子吃。”

32岁的隗和妹 ， 是中铁六
局电务公司电力项目部的财务
部部长， 更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这几年， 她结婚生子。 大宝儿是
女孩 ， 二宝儿是男孩 。 在生活
中， 她凑齐了一个 “好” 字； 在
工作中， 她更是完美主义， 她常
说的一句话就是 “没有最好， 只
有更好！”

每逢春节的财务决算， 她都
在单位加班 。 一坚持就是9年 ，
别人放假回家了， 她还在工作。
虽然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但是
她并没有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而
耽误工作。

早上7点半 ， 隗和妹已经来
到单位， 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小
时。 由于财务部人员短缺， 她为
了不耽误财务做账， 加班开始了

紧张忙碌的工作。
2017年下半年， 全国开始全

面实行营改增。 作为财务部长的
隗和妹为了让本单位快速进入新
的管理系统， 编写了培训教程。

白天， 隗和妹在单位做财务
基础工作， 晚上回到家后， 一边
辅导孩子写作业 ， 一边编写教
程。 培训教程上的每一个细小的
环节， 她都不放过， 对每一步流
程都做详细备注。1岁多点儿的二
宝儿粘着她时， 她就左手抱着孩
子， 右手举着教程， 嘴里念叨着
“宝贝听话， 一会儿妈妈带你玩
……” 眼睛却盯着书本， 分析着

上面的每句话。 哄孩子们睡熟之
后， 她又轻轻地打开台灯， 在微
弱的灯光下， 提起笔伏案工作。

隗和妹就这样日夜混战， 用
一个星期，编写出了培训教程。她
组织项目部各部室、 架子队的报
销人员及主要领导进行了专项学
习。经过培训后，员工都充分了解
了一般计税与简易计税的区别，
并明确了营改增后财务管理应注
意的事项及时间节点。 做到了通
过制度管人， 提高了办事效率。

今年财务会计工作及业务流
程上变化较大， 系统更新， 人员
减少。 针对困难， 隗和妹加强业
务知识学习力度 ， 紧跟变化节
奏， 全面升级操作系统， 与相关
业务部门加强沟通， 并对各部室
及架子队进行相关业务知识的培
训工作，以进一步规范业务手续。

夜晚，她为了不耽误工作，加
班的时间更长了。 本就繁重的财
务工作， 由于人员少， 她比以前
更瘦了， 不到一米六的身高， 只
有80多斤。

同事总是劝她， “人手不够
用， 就跟领导申请， 别总是自己
加班 。 再说 ， 你还带着两个孩
子， 总是这么熬夜， 身体会吃不
消的。”

而隗和妹却说， “现在单位
人少， 哪个部门都不轻闲， 虽然
我有两个孩子， 但我是部门负责
人， 更是一名党员。 既然领导相
信我， 我一定要做好。”

做妈妈是世上最特殊的工
作， 而 “职场妈妈” 们生来并不
是超人， 却在生活和工作的历练
中变成了超人。

□翟静云 文/图

■家庭相册

职场上的超人妈妈

□□关关明明

□□曹曹春春雷雷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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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怀

■每日连载

“春送岗位 、 夏送清凉 、 金
秋助学、 冬送温暖” 是工会工作
的四大品牌 ， 也被称为 “四季
歌”。 呼维民刚到市总工会工作，
就赶上了 “金秋助学”。

启动仪式由呼维民主持。 会
前齐北梁提醒他， 金秋助学是咱
们工会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出
头露脸机会， 一定不能出错。 特
别是前两年已经出过两次岔子
了， 前年这活动在江山机械厂职
工俱乐部举行， 市妇联燕主席讲
话的时候 ， 房梁上掉下来一只
猫 ， 吓得燕主席跳起来比猫还
高， 高跟鞋都折断了。 去年改到
市工人文化宫广场上举行， 大风
吹倒了背景板 ， 再拼起来的时
候， 原来的标语 “职工有困难找
工会 ” 错位成了两行 ， 变成了
“职工有困、 难找工会”， 传到微
信上被人笑话。 呼维民第一次主
持这样的活动， 生怕在自己手里
搞砸了， 特意让办公室写了个主
持词， 又把活动议程在心里推演
数遍。

开头一切正常。 呼维民拿着
主持词念道：

同志们， 同学们：
按照全国总工会关于 “金秋

助学” 的统一部署， 今天北梁市
总工会在这里举行全市 “金秋助
学” 活动启动仪式， 出席仪式的

领导有市委副书记端木正同志、
市政府副市长令行止同志……今
天的活动有四项内容， 一是请市
委副书记端木正同志做重要讲
话， 二是为受助学生代表发捐助
款 ， 三是由受捐助学生代表发
言， 最后市政府副市长令行止同
志讲话。

他念稿时下意识抬头看了几
眼， 广场上空自然不会有猫掉下
来， 但万一要有只鸟飞过来呢？
还好， 晴空万里， 没有任何飞禽
走兽， 只有天空飞过一架飞机。

“下面， 请市委副书记端木
正同志讲话。”

端木正走到话筒前面， 开始
讲话。

“同志们， 同学们：
今天， 市总工会在这里举行

‘金秋助学’ 启动仪式。 我代表
市委 、 市政府向长期以来支持
‘金秋助学 ’ 活动 的 全 市 各 机
关 、 企 事 业 单 位 和 社 会 各 界
爱心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 向
取得优异成绩的同学们表示热烈
的祝贺！ ……”

广场上一阵风吹来， 呼维民
神情高度紧张， 转身去看后面的
背景板， 还好， 搭得很结实， 纹
丝不动。

端木正接着讲下去：
“下面， 我就开展好 ‘金秋

助学’ 活动讲三点意见：
第一、 强化思想认识， 确保

‘金秋助学’ 这项德政工程、 民
心工程真正落到实处 。 开展助
学活动 ， 是推动科学跨越发展
的现实需要， 是着力改善民生的
职责所在，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人
心所向……”

讲到这里， 只见齐北梁匆匆
跑上台来， 在呼维民身边悄声耳
语： “不好了， 又他娘的出岔子
了， 一位受助学生拒绝上台领取
助学金。”

呼维民说： “我还以为舞台
塌了呢， 这有什么好慌张的， 临
时找一人替补好了。”

齐北梁说： “关键的是， 这
位学生还安排作为代表上台致谢
的 ， 现在他同时拒绝发言 。 这
个， 临时不好找人替代……”

呼维民脑袋嗡地一下就大
了， 这回没有风捣乱也没有猫作
怪， 可没想到人出了问题。 他很
不高兴地说： “这学生不是存心
找麻烦么？ 你们事先怎么做工作
的？ 为什么不早说？”

齐北梁说 ： “我也是刚刚
知道 。 ” （连载3）

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 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 这里
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

人民利益
———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

最最温温暖暖的的伞伞
去接孩子。 下着雨， 五颜六

色的伞簇着， 像是校门口突然长
出了好看的蘑菇。 不由得就想起
往事来。

那时， 我在山脚下一所部队
和地方联办的初中读书。 同学大
都来自镇上， 或者是部队子女，
穿着比较洋气， 而我， 衣着就太
过朴素， 或者说是太土了。 对这
个我倒不在意， 母亲说， 咱不比
这个， 用成绩说话。 在班里我名
列前茅， 所以心里有底气。

但是， 到了雨季， 我还是渴
望有一把伞， 抑制不住地渴望。

那时村里伞还很少见， 但在
城镇已经比较流行了。 班上的同
学大都有。 下雨时， 有同学在雨
中旋转着伞， 把雨水很潇洒地甩
出去。 我不能， 因为我没伞。

我只有一个母亲自制的雨
披， 说是雨披， 其实就是化肥袋
的内膜， 从中间剪开， 只在顶处
留下一截， 罩在头上。 这样的雨
披， 在班里独一无二。 下雨时，
我宁愿冒着雨去厕所， 也不愿披
上这雨披。

终于有一天， 我期期艾艾地
向母亲提出买一把伞， 母亲有些
惊讶， 沉默了一会儿说， 行。 但
我知道， 家里是没有闲钱的。 父
亲去世后， 母亲只能土里刨食，
养些鸡鸭， 换些零花钱。

后来， 母亲思来想去， 终于
找到了挣钱的办法， 割草卖给草
料场。 一百斤青草， 两毛钱。 青
草漫山遍野， 到处都是。 母亲推

了小车去， 割了后， 送到三里外
的草料场。

星期天我不上课， 就和母亲
一起割 。 野草丰美 ， 我握着镰
刀 ， 弯着身子 ， 一个劲地割 ，
割， 割， 在我眼里， 每一株草都
是我将来那把伞上的一部分。

母亲也弓着背， 不住手。 她
本就矮小， 隐在高且茂密的草丛
里。 我有时看不见她了， 就喊一
声 “娘”。 母亲直起身来应一声，
抹一把脸上的汗， 望我一眼， 然
后俯下身去， 继续割草。

说实话， 我心里很惭愧。 母
亲忙完家里地里那么多活， 那么
累， 还要硬撑着来割草， 只为了
我要的一把伞。

忘记了割了多少斤草， 往草
料场送了多少回， 反正是把伞买
回来了。 这把伞是母亲特意去镇
上买的， 天蓝色， 像明净天空的
颜色， 我喜欢极了。

可母亲却直到现在都不喜
欢打伞 ， 我每次怪她 “下雨不
打伞， 感冒了咋办” 时。 母亲就
像做错了事的小孩， 只是笑笑，
不说话。

母亲不年轻了， 层叠的皱纹
和满头的白发常常让我感到深深
的无力感 。 我无法阻止她的苍
老， 但我可以做她的一把伞。

以前， 母亲是我生命里的一
把伞 ， 为我遮挡人生的风风雨
雨。 现在， 我要为她撑起一方晴
空。 这世上， 爱， 是给予亲人的
一把最暖的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