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战“疫”一线入党

老高原来是我们厂的同
事， 任工会主席， 同住在厂里
的家属宿舍楼。 他是上世纪六
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 巳经退
休了10多年了， 可逢人总是笑
眯眯地说自己不老。 确实， 老
高一点也不显老 。 不瘦也不
胖、 精神十足、 身板硬朗。 爱
喝酒， 脸上总是红扑扑的， 说
话高声大气， 爬楼梯脚步咚咚
作响。 孩子们有叫他爷爷的，
也有叫外公的 ， 他拖声拖气
“哎———” 上一声 ， 尔后就哈
哈大笑。

他早年是颇有名气的技术
尖子 ， 后来在厂里当工会主
席， 人缘好、 关系多， 退休后
好几家民营企业高薪聘他， 可
他说退下来了就该享清福了，
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养老金虽然不算太高， 但日子
过得去就行。 于是过起了清闲
日子， 称自己是闲人一个， 在
工厂上班踢脚绊倒的， 现在该
过 “慢生活” 了， 说得挺时尚
的。

老高生活很有规律， 不搓
麻将不打牌， 住单位家属楼那
会儿， 晚上串门聊天是他的习
惯。 别以为他东拉西扯， 倘若
你对现实不满发牢骚， 他顺着
说几句同情话， 然后纵向比横
向比， 比得你气消了心态平和
了。 夫妻若有磨擦， 他说女人
要上班要做家务， 十月怀胎生
养孩子多辛苦， 说得女人脸上
有了笑容。 于是话锋一转说男
人要面子 ， 场面上女人少唠
叨 。 又说牙齿与舌头也要打
架， 家庭有点矛盾不奇怪， 夫
妻没有隔夜仇， 说得人家脸红
耳赤和好如初。 等他走了你觉
得他的话和茶水一样， “头开
苦， 二开补”。

后来， 社区成立了 “老娘
舅调解室”， 请他当调解室主
任， 老高这下没了清闲时光。
为了工作， 他戴起老花眼镜，
翻阅了许多法律文本， 学到了
不少法律知识。 人家问他社区
发你多少补贴费， 他只回答一
句， 共产党员是无条件为人民
服务的，于是有人说他是“有福
不享”的傻子，他也一笑而过。

去年春节开始， 新冠肺炎

疫情蔓延 ， 不但不能亲戚聚
餐， 也不能走亲访友拜年。 各
村各社区封堵出入口， 白天晚
上两班倒值班 。 社区人员不
够， 镇里号召共产党员参加志
愿者服务， 已经70多岁的老高
第一个报名 ， 分到了我们小
区。 第一天我就见到他， 头上
一顶小红帽， 戴着口罩， 套着
红袖章， 脖子上挂个哨子， 手
里拿着三角小红旗， 煞有介事
地站在小区门口忙着检查通行
证、 指挥车辆、 监督戴口罩、
测温度……

“老厂长哎， 好久不见 ，
胡子满面， 呵呵呵， 现在不能
握手 ， 只好点点头拱拱手 ！”
他操着一辈子的绍兴口音朝我
说。

“老高 ， 辛苦你了 ！ ” 我
说。 “应该的， 我还能干， 身
体好着呢！” 他拍拍胸脯说。

一阵阵西北风吹来， 刚搭
好的雨棚咯噔咯噔响。 我感到
寒意袭人， 便和他告别， 可老
高好像没有觉察到寒冷似的。

两个多月的时间， 不管风
雨天还是大晴天， 老高总是挺
着腰板站在小区门口。

好在我们小区没有病例 ，
只要戴上口罩， 出入测温， 还
可以到几百米开外的菜场里买
些水果蔬菜。 也许是有缘， 我
只要出去 ， 在门口总能碰到
他 。 不过 ， 不管他认识不认
识 ， 也不管我曾是他的老领
导， 测温、 验码这几件事少一
件他都不会放过你。 有次我从
外面回来， 站在那里和另一个
值班员讲了几句话， 那人忘了
给我测温， 老高拿起测温枪在
我额前 “吱” 的一声， 还狠狠
批评那人工作不够负责， 直到
我自我检讨他才罢休。

后来解除了封堵， 听说老
高又去了一家企业帮助复工，
人家要发工资给他坚决不要，
说自己是闲人一个， 纯粹是来
帮忙的， 还是那句话： “共产
党员嘛， 为人民服务是不计报
酬的。”

还是这个嗓门洪亮、 精神
抖擞的老高。 说真的， 我羡慕
他 、 佩服他 ， 还有点妒忌他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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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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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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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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减法人生
□高中梅

人这一辈子，清醒是一生，浑
噩也是一生。 大多数人忙忙碌碌
地度过一生， 根本没心思区分自
己是在维系生存， 还是在享受生
活。就像梁晓声在新散文集《人间
清醒》中说：“人生是一半烟火，一
半清欢，一半清醒，一半释然。 ”对
很多人来讲，人生最难是清醒。

梁晓声云淡风轻地谈起往
事， 谈自己的家事、 亲朋好友之
间的事、 曾经的爱情故事等等 ，
虽然烟火气很足， 却又不带一丝
过激的语气。 梁晓声说他曾经不
止一次被请到大学去， 要对大学
生谈 “人生 ”， 而他一再推脱 ，
并且声明： 我的人生至今为止，
实在是平淡得很， 平常得很， 既
无浪漫， 也无苦难， 更无任何传
奇色彩…… （那些事） 几乎是整
整一代人的大致相同的人生经
历 ， 个体的我 ， 摆放在总体来
看， 真是丝毫也不足为奇的。 按
理， 梁晓声完全可以拿出自己的
事去作演讲换取报酬， 但是他认
为自己的事实在太过于平常， 还
是要保持清醒的认知。 这种态度
值得我们学习。

梁晓声对母亲和哥哥的爱与
责任感人至深。 尽管家境贫寒，
但母亲从未放弃孩子们的学业，
在那个温饱尚不能满足的年代，
仍竭尽全力满足孩子们读书买书
的愿望。 当大人们劝说母亲不要
辛苦赚钱拿来给孩子买闲书时，
母亲却淡然苦笑说： “我哪敢指

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 我
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的
么！ 这孩子和他哥一样， 不想穿
好的， 不想吃好的， 就爱看书！
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
的， 算我这两天白做了呗！” 说
着， 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如此
通情达理的母亲， 在那个年代还
真是难能可贵。

梁晓声写儿子梁爽的时候，
多了一些幽默和自我检讨。 他觉
得自己是个自私的父亲。 刚得知
妻子怀孕时， 他并不希望孩子出
生， 结果惹怒了妻子， 他不情不
愿地成了父亲。 当父亲后， 他并
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在儿子身上。
直到看见儿子身上被蚊子咬了很
多包， 他才觉得内疚， 火速去买
了蚊帐。 平日里， 他将更多的时
间花在了写作上。 在当父亲这件
事上， 他的感慨是， 比起孩子，
自己的文字作品， 或许是微不足
道的。 作为一个父亲， 更重要的
是将孩子教育好， 这是对儿子的
责任， 也是对社会的责任。

有人问梁晓声： 如何看待苦
难？ 梁晓声说：“我不记得自己经
历过苦难， 如果有的话或许当年
的贫穷那是真穷啊， 可是当时大
家都很穷，所以也不算苦难了。 ”
看着梁晓声说的这些话， 我心里
一阵阵感动， 他曾说过小时候上
学被班主任老师训斥差点辍学的
经历， 也说过大哥二十几岁就患
了精神疾病，没钱治病，看着大哥

睡不着，被迫吃安眠药的无奈。可
当时光流过， 曾经的每一份经历
都成了宝贵的礼物， 独一无二的
体验，再回首，没有苦难，全是千
金不换的经历。 而一段一段的经
历，缀成了现在丰富多彩的人生。

梁晓声的清醒还在于反思自
己的人生， 也给了年轻人一些实
在的建议。 几位青年与他探讨人
生时， 有人说要过积极的人生，
人生不断地 “增容”， 才算是与
时俱进的。 有人打比方人生是智
能手机的功能， 功能越多越好，
功能少， 就意味着过时了， 必然
被淘汰， 同时手机要不断地更新
换代，人生也应该如此。梁晓声却
认为人生是做减法的。 他说：“我
所谓的减法的人生， 乃是不断地
从自己的头脑之中删除掉某些人
生‘节目’，甚至连残余的信息都
不留存， 而使自己的人生 ‘节目
单’变得简而又简。 ”

梁晓声的这本 《人间清醒》，
就是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
应该怎样过自己的生活， 如何看
待自己的人生经历， 如何活出自
己最好的状态。 保持真实、 保持
清醒、 保持愤怒， 就是人生最好
的状态！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闲人”老高
□金阿根 文/图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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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邓媛媛

对于党员， 我从小就有一种
特殊的情结。

我的外公和母亲曾经是军
人， 现已退役。 外公曾经参加过
西昌剿匪战斗， 在部队是骑兵连
长， 军转干分配到某军工企业，
后来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 主
动提出到四川支持三线建设， 于
是带着外婆迁居至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7449厂。

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 每
天听着起床号和熄灯号成长， 长
辈和身边的环境让我耳濡目染，
从小就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所
以， 在工作的时候， 我选择从事
了基层社区最紧贴群众工作的岗
位， 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这与共
产党员的精神、 追求不谋而合，
我也希望从中锻炼自己， 早日加
入党组织。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前，
我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希望成
为党组织的一员， 并于2019年10
月28日成为预备党员。

2020年初突发新冠肺炎疫
情， 我当时正在外地探亲， 接到
单位的通知， 立马返回社区。 疫
情期间， 我一直奋战在战 “疫”
第一线。

疫情防控工作千头万绪， 排
查走访、 信息上报、 防护消杀、
日常采购……为了方便群众生
活， 满足辖区群众的需求， 我多
次帮助居家隔离的社区居民采买
生活物资 ， 提着大包小包 “逆
行” 街头， 毫无怨言。 我的手机
24小时开机， 随时为社区居民的
需要而待命。

党组织见证着我的勤恳和努
力。 2020年10月28日， 我终于成
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 我真切地
感受到了父辈们入党的那份激情
和荣誉 ， 自豪感油然而生 。 当
然， 我还要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
自己， 不断进步。

不知不觉， 我已经在社区工
作了5年。 基层工作考验人、 锻
炼人。 我先后从事宣传、 民政、
统战、 党建等工作， 几乎干过社
区所有的岗位， 感觉到胜任工作
不易， 而要独当一面、 收获群众
和组织的认可更难。

负责社区基层党建工作期
间， 我尽最大努力做好手头上的
每一件事。 有一次， 我通过两个
多月的不断努力， 为一位有38年
党龄的79岁老党员解决了组织关
系失散的难题。 这件事办成说难

也不难， 说容易也不容易， 我四
处打电话、 想办法， 竭尽全力去
帮助当事人。 当老党员的组织关
系 “尘埃落定” 的时候， 我内心
也是幸福感爆棚。

在工作中， 接触的很 多 居
民都是比我年长的人 ， 大家都
喜欢喊我 “小邓”。 虽然年纪轻，
但我时常告诫自己， 办事一定要
牢靠， 凡事多想想、 多琢磨， 要
用实际行动打动人心， 得到当事
人的信任， 从而才能把工作处理
好。

工作之余， 我还参与了社会
机构的志愿服务， 有时间就和志
愿者们一起参加公益活动。 赠人
玫瑰、 手有余香， 我希望用自己
微薄的力量， 让这个世界更加温
暖、 美好。

无论是父辈从小对我的引
领， 还是后来工作中的努力和要
求进步， 以及疫情期间入党的经
历， 都让我明白了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的真正含义， 那就是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奉献社会中
提高自己。

往后余生， 我更要以一名共
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继
续努力、 勇往直前！

———读梁晓声新散文集《人间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