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友情怀

驻驻村村书书记记的的““云云拜拜年年””
□□魏魏益益君君 文文//图图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 每年大
年初一， 我都要到村里拜年。 而
今年特殊的 “云拜年”， 却拜出
了另一种祥和欢乐。

从我驻村任职第一书记的那
天起， 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
矩， 每年正月初一， 一定到村里
给乡亲们拜个年， 一是听听他们
的心声， 二来能融洽与群众的感
情。 每到一户， 互致问候， 拉拉
年景， 聊聊愿望， 暖心暖肺， 好
不亲热。

今年不同了， 为防控疫情，
政府号召少聚会、 少走动， 登门
拜年就不现实了。 我也搞起了当
下流行的新方式： “云拜年”。

驻村之初， 我就把32个贫困
户子女的电话收集齐全， 并加为
了微信好友， 而后建了一个脱贫
攻坚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 今年
拜年可派上了用场， 除夕晚7时，
我就在微信群里发了一个喜庆的
拜年红包 ， 一时间冒出来许多
人。 我告诉乡亲们， 按照县委选
派办的要求和防控疫情的需要，
今年就不去村里拜年了， 就在群
里跟大家伙拜个年， 问声安。 而
后就把我提前录制的一段拜年视
频发到群里。 乡亲们也学着我的
方式， 录一段发到群里。 一些年

长的老人， 第一次让儿女们录制
小视频， 竟然高兴得心花怒放。

最搞笑的就是贫困户王大
春， 以往我到他家拜年， 他口吃
的毛病一激动， 竟说不出一句囫
囵话来， 最后脸憋得通红只能说
出三个字 “过年好”。 这次不一
样了， 他居然把驻村干部为群众
做的事编成了一段快板， 打着节
拍有板有眼地唱出来， 完全听不
出口吃的毛病， 惹得群里人连连
点赞。

村里的很多五保户老人用的
是老年手机， 不会微信， 更不会
视频。 大年初一一大早， 我给他
们打电话拜年。 我刚把电话打过
去 ， 齐奶奶就激动地喊起来 ：
“听村里干部说， 你今年初一不
来村了， 我还给孙女准备了好多
吃的呢， 白忙活了。”

我笑着说： “不来村是防控
疫情的需要， 所以打电话给您老
拜年啊。 您孙女今年在外地就地
过年了， 等以后回来， 我就带她
来看您。” 齐奶奶就在电话那头
连连称好。

我问齐奶奶春节过得开心
吗？ 齐奶奶笑呵呵地说 ， 年三
十儿的团圆饭是在村支书家吃
的， 村里干部还在我家陪了我大

半宿呢。
刚和齐奶奶通完电话， 我的

微信又开始热闹了。 我点开了手
套加工大户司大哥的微信视频，
司大哥刚笑呵呵地说声 “过年
好”，就向着机器声隆隆的加工车
间跑去。 等忙完回来，司大哥说：
“拜个年也没拜完整，年前咱签订
的那批货要得急，这不，大年初一
我就开工了。我先忙去了，等你上
班过来，咱哥儿俩喝一盅。 ”

我也随声附和 ： “大年初
一好兆头啊 ， 今年你一定生意
兴隆！”

“魏书记， 听说你今天不来
村里啊， 给你拜年了。” 刚点开
种田大户王大哥的视频， 他的粗
嗓门就响起来。 我也回敬祝福，
同时向他承诺， 他今年承包的那
块田， 元宵节后就铺设管道， 把
水引到地头。 王大哥笑得合不拢
嘴， 连声道谢。

容不得我给谁拜年， 微信提
示音就接二连三地响起。 我的朋
友圈留言不断， 点赞不断， 乡亲
们在朋友圈里的拜年我也点赞留
墨， 忙得不亦乐乎。

“云拜年”， 不仅没有拉开
我和乡亲们的距离， 反而增进了
感情， 加深了友谊。

■图片故事

古诗词中觅春意
□方泳霖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山河无恙 人民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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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辉生 文/图

诗人们对于春天的溢美
之词从来都毫不吝啬， 从唐
诗宋词中我们能轻易地发现古
人对春天的偏爱。 在春日， 诗
人们触景生情有感而作， 致使
浩如烟海的诗词中透着浓浓的
春意……

春天在诗人的期盼中如期
而至， 山川万物皆有诗情， 满
目尽染都是春意。 袁枚有诗：
“春风如贵客 ， 一到便繁华 。
来扫千山雪 ， 归留万国花 。”
他描述春风所到之处， 万物复
苏， 眼中尽是一派热闹非凡的
春景。 倒是赵嘏巧把春风作信
使， 向世人通报春天的到来。
他有两句诗是这样的： “春风
贺喜无言语 ， 排比花枝满杏
园。” 因此， 春风无论是贵客
还是信使， 它都能带来令人欢
欣鼓舞的春的讯息。

春风如此轻易地撩拨起诗
人的春心， 春雨又何尝不是？
一场春雨曾惹得生性好静的韦
应物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独
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
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
人舟自横。” 最后两句以飞转
流动之势， 衬托诗人所处的闲
淡宁静之景 ， 可谓诗中有春
意， 景中寓心境。

与独自清欢的韦应物相
比， 杜甫索性将春风春雨一并
囊括写下了：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
物细无声。” 与之类似的还有
宋人志南和尚， 他有两句诗这
样写道： “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诗词大家
对于春雨的争相竞写， 实则是
对春天欢喜的另一种表达。

如果说春风春雨唤醒了诗
人们最初的诗意， 那么春天里
的花鸟走兽更是为诗词添上了
生动的一笔。 白居易描写西湖
的春景， 巧用了活泼灵动的黄
莺和燕子， 一下子给春天平添
了几分热闹： “几处早莺争暖
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 但在
苏东坡眼里最先知晓春意的应
该是春江里的鸭子， 他留有名
篇：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
水暖鸭先知 。 蒌蒿满地芦芽
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在春
意无限的日子里， 这些小动物
们被诗人们写进诗里， 化作春
天里不可或缺的符号， 与我们
共享诗词里的春意。

那默默生长的草木似乎也
按捺不住对春的喜悦之情， 借
着生机盎然的绿意使得贺知章
写下：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
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
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与贺
知章不同的是朱熹， 他满眼都
是万紫千红， 他是这样描述春
天： “胜日寻芳泗水滨， 无边
光景一时新 。 等闲识得东风
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无论
是绿色还是万紫千红的春天，
在诗人眼里都是可爱的。 他们
留下绝妙佳句里的春意， 总是
能幻化出多彩的颜色， 格外得
惹人欢喜。

让我们带着一颗诗心去
走进春天 ， 流连在古诗词里
春 景 ， 去 寻找浓郁的春意 。
我们欣赏着江山秀丽 ， 心头
漾起无限的美好， 不经意间
吟诵起千百年前的诗句， 让世
间的美好都停留在此刻的春光
之中……

近日， 中央军委授予祁发宝
“卫国戍边英雄团长” 荣誉称号，
追授陈红军 “卫国戍边英雄” 荣
誉称号， 给陈祥榕、 肖思远、 王
焯冉追记一等功。

冷的边关热的血， 随着各级
媒体聚焦报道卫国戍边勇士热爱
和平、 忠诚使命、 捍卫正义的英
雄事迹， 相信我们都会被这些平
凡而伟大的壮举所感动， 并为之
深受鼓舞。 生活在和平年代， 我
们无法感知边防军人的艰难困
苦， 但一句 “清澈的爱， 只为中
国”， 足以令我们为之震动并肃
然起敬， 这就是我们最可爱的
人 ， 他们枕戈待旦把使命扛在

肩头。
英雄无畏， 誓死捍卫。 “我

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我用生命捍
卫守候， 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
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 我军高
原边防官兵之所以喜爱这首歌，
是因为歌中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一寸山河一寸血 ， 我们站在那
里， 那里就是中国！ 这些朴实的
解放军战士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当祖国的利益受到损害时， 除了
“亮剑” 别无选择， 哪怕是献出
青春和生命， 也在所不辞， 这就
是我们新时代的革命军人， 无论
面对什么样的险境和挑战， 他们
矢志以对党绝对忠诚的信念， 誓

死捍卫祖国荣誉。
祖国有你， 人民安心。 “决

不把领土守小了， 决不把主权守
丢了 ！” 这是边防官兵的誓言 ，
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职责
所系 ， 在祖国边陲 、 在高原哨
所、 在维和战场， 甚至是在繁华
的闹市， 处处都有军人默默奉献
的身影。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
是有人为你遮风挡雨而已。 万家
团圆的时候， 人们或许不知道他

们是谁， 安享和平的时候， 人们
或 许 会 把 他 们 忘 记 ， 但 每 当
祖 国 和人民需要时 ， 他们必然
是冲锋在前的那一个 ， 守边护
边、 爬冰卧雪、 头枕明月， 他们

默默坚守， 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
战位上，只为让祖国和人民放心。

榜样力量， 永远铭记。 每个
时代都会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或
许身份不一， 但他们都有一颗拳
拳爱国心， 并且坚持用自己的行
动去引领人、 影响人， 他们展现
出的精神是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正如这次受到表彰的几位人民英
雄， 他们的事迹必将成为推动社
会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激励更
多人朝着时代的方向努力拼搏。

拥有英雄的民族， 才能战无
不胜。 我们在铭记每一位英雄的
同时， 更应以实际行动去尊崇他
们， 让他们真正成为时代的楷模
和一代又一代人的榜样。

大江浩荡无所惧， 因为我知
道， 你是怎样， 中国就是怎样，
你若无畏， 便有祖国山河无恙，
人民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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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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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