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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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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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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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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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人的传统习俗里 ， 不
论离家多远 ， 大年三十儿都必
须与家人团圆。 可是， 有一年的
春节， 由于事发突然， 我平生第
一次在工地上过了一个特殊的除
夕夜。

那年， 年三十儿是正常上班
时间。 那天因为临时有事， 我比
其他同事晚了些下班。 刚推车走
出工间， 不想， 工段长突然急匆
匆地走过来说， 有台再沸器垫子
冲了， 得处理一下。

经检查， 原来是一个四十公
分的法兰垫冲坏了， 里面的物料
不仅有热醋酸， 还有大量的乙炔
气， 检修过程中一旦敲击过重，
极易诱发安全事故。 可当时的生
产形势， 又不允许停车检修。 为
了确保生产顺利进行， 我当即转
身回到工间， 拿起一个防毒面具
就来到了检修现场。

出人意料的是， 当我穿戴好
防毒面具， 小心翼翼地拧着法兰
盘上的螺帽时， 即便把所有的螺
丝都拧到位， 泄漏还是没有半点
被止住的迹象。 无奈之下， 我将
情况如实向当班调度做了汇报，
调度逐级上报后， 调度长果断地
说， 停车换垫子。

接到新的检修任务， 我再次
回到工间， 拿来葫芦、 撬棍。 可
当我挂好葫芦 ， 将新的垫片换
上， 正准备重新安装再沸器时，
却怎么也不能复到原位。 我一次
又一次地努力着、 尝试着， 不知
不觉， 天黑了下来， 汗水早已湿
透了我的衣衫 。 虽然是身处深
冬， 可丝丝热气还是时不时地从
我头顶的安全帽里弥漫开来。 正
忙着， 猛地， 远方一注光线忽明
忽暗地朝我 “射” 了过来， 一个
手持手电筒的操作工气喘吁吁地
告诉我说， 你父亲刚打电话到我
们值班室， 问你是怎么回事？ 这
都大年三十儿了， 一家人还等着
你吃团圆饭呢！

我一看表， 已是晚上七点半
了， 一个人在工地上检修差不多
已经过去三个多小时， 筋疲力尽
的我此时才发觉肚子饿了。 得知
我为了抢修连晚饭也没吃， 工段
长经请示后告诉我， 特殊情况特
殊处理 ， 等你回家吃了团圆饭
后， 再处理故障不迟。

等我回到家时， 已是晚上八
点多钟。 父母赶紧热了菜， 我惦

念着车间的事 ， 匆匆扒拉着饭
菜 ， 思忖着得请个同事帮忙才
行， 虽然耳旁不时传来电视机里
的欢笑， 但我却无心看春晚， 连
团圆酒也没喝就出了家门。 该请
谁呢？ 大过年的， 谁会陪着我到
车间去抢修呢！ 猛然间， 我想起
了老万。 老万跟我一个班， 是老
钳工了， 那年， 他爱人陪孩子在
深圳过年， 他一个人不愿意去，
便在家守夜。 当我抱着试试看的
想法叩开他家门时， 令我感动的
是， 老万竟二话不说， 就跟我一
起奔向车间。

搬来了援兵， 我信心大增，
我俩一上一下， 一左一右， 配合
默契 ， 虽然光线昏暗 ， 场地逼
仄， 周围又时不时地飘散着浓重
的醋酸味， 可为了生产， 我俩早
已将这些置之度外。 在我俩的通
力协助下 ， 终于再沸器一步到
位， 曾经冷寂多时的现场再次响
起了机器的轰鸣……

清理完现场， 我和老万骑着
单车， 一路往家的方向飞奔。 彼
时， 朦胧的路灯突然一下变得明
亮起来， 远方的路也一下变得开
阔 ， 缕缕银辉静悄悄地泼洒下
来， 骑行在大年三十儿的夜里，
我早已忘了寒风的侵袭， 心头升
起的是说不尽的暖意。

如今 ， 又一个新春佳节到
来， 望着窗外皎洁的月色， 当年
在工地过三十儿的往事恍如昨
日。 亲爱的万师傅， 感谢你当年
除夕夜的鼎力相助， 虽然那次只
是很平凡、 很普通的一次抢修，
但你却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
工友情和同事爱。 这份情谊， 我
会一直铭记于心， 并让它温暖我
的每一个新年。

工地上的除夕夜
□刘小兵 文/图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职工读书沙龙

职工荐书随笔

在单位举办的党员读书沙龙
活动期间 ， 我阅读了 《之江新
语》 这本书。 此书辑录了习近平
同志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 在 《浙江
日报》 “之江新语” 专栏发表的
232篇短论。 这些短论是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观
察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
光辉篇章。 文章以小见大、 引人
深思。

作为一名有着二十几年党龄
的老党员和单位的中层干部 ，
《之江新语》 让我受益匪浅， 尤
其是让我对 “执行力” 有了进一
步理解， 认识到具体工作中 “热
情不等于业绩” “布置不等于完
成” “做了不等于做好” 的深层
意义， 梳理出今后工作改进的具
体方向：

一、 “细节决定成败 ” 的
理念是落实好每项工作的不变
法宝。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

是不简单； 能把每一件平凡的事
做好就是不平凡 。” 无论做人 ，
做事， 细节至关重要。 古语言 ：
天下大事 ， 必作于细 ； 天下难
事， 必成于易。 不重视细节， 是
对工作缺乏认真态度的表现。 财
务工作尤其如此。 一个小的数字
失误就可能造成巨大的资金损
失； 不经意的用错科目就会给单
位造成资金使用不当的不良影
响。作为财务科室负责人，我要发
扬 “用心做事、 全情投入” 的精
神， 把工作做细、 做实、 做好。

二、 落实工作需要有效的监
督机制做保障。

通过阅读 《之江新语》， 我
意识到落实工作标准和要求对于
工作成效的重要性 。 没有高标
准， 就很难有好结果。 财务工作
要坚持制度化、 流程化， 不折不
扣执行单位制定的 《内控制度》，
同时起到监督和指导作用， 推进
全单位落实内控责任、 降低内控
风险。

三、 以身作则， 强化党性意
识， 增强责任感。

今后要更加自觉发挥党员模
范带头作用 ， 带头发扬 “敲钉
子” 的务实精神； 真正落实中层
干部在单位整体执行力中应起到
的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 找准位
置， 聚焦目标， 落实责任； 谨记
“一马当先不如万马奔腾”， 带领
团队朝着人人高效的目标前行，
提高整体执行能力， 更好地将各
项工作落实到位。

□汉石桥湿地办 马静

自省 再提升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 。 在古代 ， 春节叫做 “过
年 ”， 起源于殷商时期 ， 确立
在汉武帝太初元年。

古时如何过年？ 又有哪些
民风习俗？ 南朝梁宗懔撰写的
《荆楚岁时记 》 里记载有祭灶
扫尘、 燃放爆竹、 插挂桃符和
饮屠苏酒等过年习俗。

腊月廿三或廿四叫小年 。
首先祭灶， 然后扫尘。 祭灶在
民间流传很广， 影响极大。 腊
月廿三的祭灶是请灶神， 而除
夕晚上的祭灶则是送灶神。

祭灶扫尘后贴春联。 桃符
是最早的春联， 古代挂在门上
的两块画有神荼、 郁垒二神的
桃木板。 古人认为桃木能辟邪
驱鬼， 所以选用桃木来做成桃
符悬挂门上。

五代时候还在桃木板上书
写对联， 到了明清开始兴起纸
制的春联。 《燕京岁时记》 记
载： “自入腊以后， 即有文人
墨客 ， 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 ，
以图润笔。”

年前的习俗在古典名著
《红楼梦 》 第五十三回也有涉
及 。 “已到了腊月廿九日了 ，
各色齐备 ， 两府中都换了门

神 、 联对 、 挂牌 ， 新油了桃
符， 焕然一新。”

腊月三十 （月小廿九） 的
晚上称为 “除夕 ”。 吃完年夜
饭长辈便要给孩子们发放压岁
钱， 而后一家人共同守岁。 压
岁钱原本为了帮助孩童辟邪 ，
让其平安过年， 后来逐渐演变
成长辈对晚辈的慈爱之情。 守
岁习俗最先见于西晋的 《风土
记 》： “大家终夜不眠 ， 以待
天明， 称曰 ‘守岁’。”

到了大年初一， 首先是迎
年 。 在凌晨燃放爆竹祈愿平
安， 是迎年的第一件事。 《清
嘉录》 载： “岁朝， 开门放爆
仗三声， 云辟疫病， 谓之 ‘开
门爆仗’。” 接着喝屠苏酒、 祭
祖叩拜， 保佑一年平安吉利。

新年第一天还有很多忌
讳， 如不能动刀剪， 不能扫地
倒 垃 圾 ， 妇 女 不 回 娘 家 等
等 。 从初二开始出门拜年。 南

宋吴自牧的 《梦梁录》 中描写
了宋代拜年情形： “士大夫皆
交相贺 ， 细民男女亦皆鲜衣 ，
往来拜节……家家饮宴， 笑语
喧哗。”

古时过年， 始于腊月廿三
或廿四的小年， 止于正月十五
的元宵节。 在这期间有很多娱
乐活动， 如投壶、 高跷、 木偶
戏、 陀螺、 杂技、 听戏等。

《宛署杂记》 中还记载了
明代正月赏灯会走百病的活动。
清人查慎行的 《凤城新年辞 》
“巧裁幡胜试新罗， 画彩描金作
闹蛾； 从此剪刀闲一月， 闺中
针线岁前多。” 写出了在休闲的
春节期间， 农家女子们飞针走
线为家人赶制新衣的热闹情景。

古时过年， 上至宫廷官邸，
下到民间百姓， 习俗众多， 年
味浓厚。 相比如今的春节， 古
时丰富多彩的过年习俗与活动，
更多了一些浓浓的年味儿。

□吴婷古时年味浓

———《之江新语》 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