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说第一份工作会奠定一个
人职业生涯的底色， 我的第一份
工作是一名临床护士。 多年之后
回首， 不禁心生感念， 这份工作
培养了我的严谨、 缜密， 让我懂
得了生命的宝贵， 也促使我向党
组织靠拢， 在爱岗敬业中实现人
生价值。

1994年，参加工作一年后，我
进入到医院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科
室———手术室。 在一次对医院同
事的抢救过程中， 整个抢救团队
倾尽了全力， 但依然没有抢救回
那位同事的生命。

医者仁心， 手术抢救失利的
挫败感远远高于手术成功的成就
感。 那一刻我明白， 我所学的医
学知识并没有给我直面生死的能
力。 生命是如此的宝贵， 但又是
如此的脆弱。 同事逝去的一段时
间内， 他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
想起在一次重大交通事故抢救伤
员时， 他曾连续工作26小时， 一
晚参与了四台手术； 他攻坚克难

带领团队完成医院的首例腹腔镜
下肿瘤摘除术； 他平时对待患者
细致耐心， 探讨手术方案条理清
晰； 他笃信好学、 信仰坚定， 是
我身边最敬佩的人。 他是一名普
通共产党员！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 我开始
更加认真地思考生命的意义。 我
的生命应该怎样走过？ 在这个过
程中，我要追寻什么？逝去同事的
敬业、 奉献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感
染着我。

2003年非典肆虐时， 医护人
员纷纷请战、坚守岗位。我院医术
精湛的ICU主任也是一位优秀的
共产党员， 他积极组织危重症患
者的抢救，４０多天奋战在一线。用
他的话说，自古文死于谏，武死于
战，医死于疫，这都是本分，关键
时刻要展现出医者的担当和共产
党员的无畏。

从他们的身上， 我看到了奋
斗和信念的力量！ 在他们的影响
和推荐下，我研读了《铁流二万五

千里———长征 》 《从望志路到南
湖》等书籍，对党史了解得越多、
越深入， 越为中国共产党不屈不
挠、砥砺奋进的精神所折服。

如今回望， 正是在医院工作
期间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身边优
秀共产党员的引领和影响， 对党
史的学习， 让我对共产党有了更
为清晰的认识。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追寻
光、靠近光、 成为光！ 怀着赤子
之心， 我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
经过思想的洗礼和行为的考验，
2012年4月， 我终于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奋力前行， 创造了令世人
赞叹的伟大奇迹。 作为新时代的
共产党员， 我将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把 “党和人民至上” 持之
为明镜， 把 “遵循规律办事” 内
化为自觉， 把 “争创一流业绩”
升华为信念， 奋进新时代、 聚焦
新目标、开启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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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张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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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者者的的担担当当

宋神宗元丰二年 （公元1079
年）， 一代文豪苏东坡因 “乌台
诗案 ” 被贬谪至黄州任团练副
使， 本州安置， 不得签书公事。
可政治上的失意并未让东坡怨叹
和消沉， 在痛定思痛之后， 他躬
耕垄亩、 贴近百姓， 创作了文学
上震古烁今的 “一词二赋” 和书
法上被誉为 “天下第三行书” 的
《黄州寒食帖》， 达到其艺术创作
前所未有的高峰。 作家余秋雨因
此在 《苏东坡突围 》 中感慨地
说： “苏东坡成全了黄州， 黄州
也成全了苏东坡。”

到了元丰三年， 苏东坡写过
一帧行书 《啜茶帖 》： “道源 ：
无事 ， 只今可能枉顾啜茶否 ？
有少事须至面白。 孟坚必已好安
也。 轼上， 恕草草。” 此帖是东
坡写给挚友杜道源的便札， 故也
称 《致道源帖》， 又有称 《致杜
氏五札之三》。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 ： “道源兄 ， 闲着也是闲
着， 来喝茶聊天啊？ 顺便我们讲
一些只有当面才能说的事情。 你
儿子孟坚如何 ？ 想必一切都好
吧。 最后请原谅此信写得草草不
恭。” 道源名叫杜沂， 曾在黄州
为官， 常与东坡品茗交游。

《啜茶帖 》 原本只是苏东坡
邀友品茶的小便条， 无意之中却
成为一件书法艺术的传世佳作，
这自然体现了他深厚的书法造
诣。 出语谦恭温婉， 短短32个字
写得跌宕起伏、 气韵生动， 既很
好地表达了东坡当时的闲适自在
心情， 又气势奔放、 光彩照人。

“草草” 当然是东坡的自谦， 我
们知道宋代的四大书法家 “苏黄
米蔡”， 排名第一的就是苏东坡。
他擅长行书 、 楷书 ， 能自创新
意 ， 形成了酣畅淋漓 、 汪洋恣
肆、 天真烂漫的独特书法风采 。
黄庭坚在 《山谷集》 里说： “余
谓东坡书， 学问、 文章元气， 郁
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 此所以他
人终莫能及耳。 本朝善书者， 自
当推为第一。”

中国的文人墨客很早就与茶
结下不解之缘， 喜欢以茶雅志，
以茶交友， 以茶敬宾。 苏东坡一
辈子爱茶与书法， 司马光问他：
“茶欲白， 墨欲黑； 茶欲新， 墨
欲陈； 茶欲重， 墨欲轻。 君何以
同爱两物？” 东坡答曰： “奇茶
妙墨俱香， 是其德同也； 皆坚，
是其操同也； 譬如贤人君子， 黔
皙美恶不同， 其德操一也。 公以
为然否？” 意思就是， 茶可于口，
墨可于心， 但都是香气怡人。 其
实二者的实质却是一样的， 就像
君子外表不一样， 但内在的德行
操守是一致的。 很显然， 苏东坡
已经将书法和茶完美地融合在一
起， 当作陶冶性情、 磨砺品行的
一种途径和方法。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
儋州。” 在苏东坡颠沛流离的被
贬经历中， 最后一站是今天的海
南省儋州市 。 公元1097年7月 ，
年过六旬的苏东坡携苏过由惠州
而至儋州 ， 初到时 ， 这里食无
肉， 医无药， 居无室， 出无友，
冬无炭， 夏无寒泉， 更无书籍和

笔墨纸张。 就在此种艰难困厄的
环境下， 乐观旷达的东坡依然游
览山水， 著书立说， 还在海南开
馆授文， 教民务农， 讲学会友。
一天， 东坡想请好友赵梦得品尝
自己珍藏多年的名茶， 他亲书一
札会茶帖 《与赵梦得》： “旧藏
龙焙， 请来共尝。 盖饮非其人茶
有语， 闭门独啜心有愧。” 在他
看来， 茶性清苦、 淡泊、 韵高致
静， 更富有君子的儒雅之风。 如
此珍贵的佳茗如果不与知己共
饮， 自己会心生愧疚。

姜唐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的得
意门生， 东坡赞其 “文气雄伟磊
落” “有中州人士之风”。 元符
二年 （1099年） 9月至元符三年
（1100年） 3月， 姜唐佐自琼州专
门到儋州随东坡学习。 姜唐佐知
先生爱茶， 一天下着雨， 他托人
给先生送来一包好茶， 苏东坡甚
为高兴 。 第二天早上 ， 雨过天
晴， 东坡茶兴来了， 准备用天庆
观后山钟乳石洞中的泉水， 来烹
这上好的福建新茶， 即写一便笺
《与姜唐佐秀才》： “今者霁色尤
可喜。 食已， 当取天庆观乳泉泼
建茶之精者， 念非君莫与共之。”
这便笺也是邀茶帖， 写得言辞美
妙， 读来情趣盎然， 让人仿佛舌
尖茶韵四溢， 唇齿生香。

□钟芳苏东坡的茗香茶帖

■图片故事

老李已退休多年 ， 退休
前他在一家企业做行政工作。
有一次我去他家做客， 见他
家书柜里摆着不少奖状， 我
仔细看了那些奖状， “优秀
党务工作者” “年度优秀共
产党员 ” 等 ， 这我才知道 ，
他竟是一位有着四十多年党
龄的老党员。

在和他的交往中 ， 我感
觉他不但人好， 而且热心善
良、 乐于助人， 是个闲不住
的人， 只要提到他， 小区里
知道的人都会对他赞叹不已。

老李退休后， 按理说应
好好享受天伦之乐， 可他偏
偏是个不甘寂寞的人， 闲聊
时听他说： “刚退休那阵儿，
我感觉自己闲得快发霉了 ，
再不找点事干， 迟早会闲出
病来。 我有个小心愿， 虽说
我年龄越来越大， 但能为社
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向别
人证明我活着 还 有 意 义 就
行。” 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老李为了实现自己的小
心愿， 主动找到社区， 想义
务帮社区做点公益的事。 社
区为了打造小区的文化氛围，
提升小区的文明风气， 就让
老李当小区的义务宣传员 ，
监督纠正那些不文明的行为。
从那以后， 小区里常常见到
他忙碌的身影。

为了打造小区的文化氛
围， 老李很是热心， 起初他
利用自己在单位干行政工作
的功底 ， 写了几首顺口溜 ，
例如 “打造幸福家庭， 创建
和谐小区 ” “小区是我家 ，
环境靠大家” 等， 不定期更
换到小区的宣传栏上， 收到
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为他
编写的顺口溜不但通俗易懂，
且读起来朗朗上口， 很快就

流传开来， 老李也很高兴。
老李不仅是小区文明宣

传员， 还是小区义务监督员。
当看到有人践踏草坪、 乱丢
垃圾、 乱停车等不文明行为，
他就上前制止， 开始时他得
罪了不少人 ， 但时间久了 ，
大家也都理解了他的用意 ，
逐渐养成了讲文明、 守规矩
的好习惯。

在老李的宣传监督下 ，
小区的环境和氛围越来越好，
但他并没满足， 他见身边有
不少老人没事干就聚在一起
扯闲话， 就想把他们聚拢起
来一块儿做点对社会、 对小
区居民有益的事， 这样才能
老有所为， 生活更有意义。

老李这样想也这样做了，
他找了十几个身体健康的老
年人， 不但在小区做义务宣
传员， 还经常走出小区大门，
做小城的义务宣传员和义务
监督员， 他常说： “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 ， 是共产党给了
我今天美好幸福的生活， 所
以我要以我的实际行动来回
报党的恩情。”

如今， 老李和那些老人
戴着社区配发的小红帽、 红
袖章 ， 整天活跃在小区里 。
小区的人都亲切地叫他李师
傅， 叫那些老人是李师傅的
“兵”。 小区里谁家有什么事
或遇到什么难事 ， 都会想到
李师傅和他的 “兵”。 当受帮
助的人说 “谢谢” 时， 老李
总是哈哈笑着说 ： “别谢 ，
记得在我的微信群里点个赞
就行。”

老李和他的 “夕阳红 ”
义务队不断扩大， 他们一如
既往地做着公益活动， 可以
看出 ， 在老李的小心愿里 ，
藏着的是大情怀。

小心愿 大情怀
□汪小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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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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入党故事”
20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无

论你的党龄40年、 30年、 20年……不管时光怎么流逝， 岁月如何
变迁， 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场景， 是否依然热血沸腾、 心潮澎湃。
你还记得你入党时的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 你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的光荣经历是怎样的？ 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员义务的呢？
为展现首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 即日起，
本报面向全市职工开展 “我的入党故事” 征文征集。 字数800字以
内为宜。

■征稿启事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