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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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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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入党故事”

■征稿启事

■青春岁月

□高立树 文/图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老当益壮的诗意洒脱

黄永玉先生是一个浑身充
满故事的传奇人物。 国画、 油
画 、 版画 、 漫画 、 雕塑 、 散
文、 小说、 诗歌、 杂文……黄
永玉几乎无所不能 ， 无所不
精。 难怪有人赞誉他 “艺贯中
西， 肆意人生； 耄耋顽童， 一
代大师 ” 。 而今读他的诗集
《见笑集》， 能从中感受到他老
当益壮的诗意洒脱。

这部诗集收录了黄永玉
1947-2021年间创作的150余首
诗作， 时间跨度70余年， 其中
的部分诗篇诸如 《老婆呀， 不
要哭》 《听说从丰台来》 等，
已经成为名篇。 另一些诗作如
《非梦 》， 是诗人在95岁时所
作 ， 诗风不拘一格 、 达观睿
智、 热忱坦诚。 在这里， 无需
刻意寻找什么哲理和意义， 这
就是一部纯粹的、 诚恳的、 朴
素的、 坦荡的、 坚定的人生剖
白。

黄永玉生逢乱世， 半生漂
泊。 在精神或怀旧的意义上，
他的 “故乡” 之情尤其浓厚。
1995年， 黄永玉返乡时作 《归
乡赋词》。 上阕中有 “幸旧巢
仍在， 桐花历历， 古椿如昔，
孺子翩翩” 之句， 语势欢畅 ，
有跃动之感， 归乡之情溢于言
表。 待吟到下阕的结尾， 却是
“小道场， 这人间路窄， 乡酒
杯宽”， 感情转而低沉。 我忽
然看到了诗人的内心， 离乡岁
月里那一切的苦辣酸甜， 块垒
在胸， 非故乡之酒无以抒发，
况味悠长尽在 “人间路窄， 乡
酒杯宽” 八字矣。

1953年， 黄永玉携妻儿回
到北京 ， 开始了在中央美院
版画系的教书生涯。 “我们相
爱已经十万年。” 很多人都听
过这一句 ， 却不知道整首诗

有多美。 1970年， 黄永玉给妻
子张梅溪寄来了这首情诗 《老
婆呀 ， 不要哭 》 ———“我们在
田野和丛林里追逐/我们假装
着生气而又认真和好” “我多
么珍惜你从不过分的鼓励/就
像我从来不称赞你的美丽一
样/要知道， 一切的美/都不能
叫出声来的啊 ！” 爱情纯真 ，
如今读来依然让人心驰神往！

黄永玉先生嫉恶如仇、 爱
憎分明。 对那些善良的人， 他
满怀爱与怜惜。 1982年， 湖南
凤凰18岁辍学少年王湘冀连救
三名落水孩童而牺牲， 诗人当
即写下 《凤凰涅槃》 《追悼王
湘冀同志 》 二诗 ： 一万句空
话/或是一百次残酷的旁观/不
如一次/勇敢的实践！

2018年写有一首 《非梦》，
短短几句读来甚是动容： 不敢
告诉家人昨晚我哭过/半夜躺
在床上看手机/一个乡下孩子
掉进深坑里去了/五个多小时
他叫着： “妈妈我怕！” /二十
个小时之后他死了/我 ， 一个
九十五岁的老头哭湿了枕头/
“孩子别怕！ /老爷爷快来陪你
了 ！ ” /另 外 那 个 世 界 /没 有
“怕” 这个东西！

读这本诗集， 不需正襟危
坐， 闲时翻开， 随处可与这位
至纯至真、 至情至性的老朋友
相遇。 是的， 我走过的路他也
走过 ， 我没有趟过的河他趟
过， 会突然发现时间这把雕刻
刀， 对这样一位坚韧有趣的人
施展不了多少魔力 ， 反倒是
他， 无限拓宽了生命的边界，
展示出人生的众多可能性。

黄永玉先生走过的路让我
相信， 不论顺境、 逆境还是绝
境 ， 人都可以选择正直和善
良！

特殊的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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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我所在的党支部开
展了一次党课学习———前往市郊
的新四军纪念林接受红色教育。
这堂党课令我回忆起十多年前我
刚入党时无意中参加的一堂形式
特别的党课。

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 厂里
发放防暑降温劳保用品 ， 有白
糖、 绿豆、 花露水、 清凉油， 凭
票领取。 我们部门有好几个员工
被派到驻外项目部， 他们的劳保
票 ， 由党员下班后一一送到家

里。 一天早晨刚上班， 班长就接
到驻外项目部青工小王的电话。
小王急吼吼地说， 他妈妈把劳保
票装在口袋里忘记掏出来， 洗衣
服时揉个稀巴烂， 眼看领劳保的
期限就要到了， 他妈妈急得不得
了， 他又远在外地， 干着急也帮
不上忙， 只好打电话向 “家里”
的党员们求助。 班长忙安慰小王
别着急， 他来想办法解决。

班长放下电话， 党员张师傅
说： “这事挺棘手， 补办劳保票

的话， 按程序办得两三天呢。”
我本想说： “那先把我这份

给他父母送去。 我再补办一张劳
保票 。” 话到嘴边却咽回去了 ，
因为补办劳保票的手续实在麻
烦， 而且我还得骑车把东西送到
小王家里， 他家住在六楼， 拎着
二十多斤重的东西爬上六楼可不
是一件轻松差事。

正当我犹豫不决时， 党员小
胖开口了： “别发愁了， 把我的
这份先拿给他父母。 我正好请了

探亲假准备回家， 一时半会儿用
不上。”

“那不行， 你请了探亲假，
正好把东西带回家。 还是把我的
给小王吧！ 我是咱们党小组的组
长， 理应带头。 就这么定了， 都
去干活吧！”

整整一天， 无论做什么， 早
晨的那一幕都时不时地浮现在我
眼前。 我感觉到了自己跟班长和
其他党员的差距。

下班路上，我做出一个决定，
掏出手机给妈妈打电话： “昨天
我领回去的那袋劳保用品还没动
吧？ 跟您说个事儿……”

回到家， 东西已经放在玄关

了， 妈妈说： “你是党员， 理应
以群众为先 ， 去吧 ， 路上慢点
儿， 等你回来吃饭。”

我骑车赶到小王住的小区，
爬上六楼， 小王家的门开着， 只
掩着纱门，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出
来： “王叔叔， 螺丝刀在哪儿？”
我拉开纱门一看， 小胖正站在人
字梯上换灯泡， 班长帮他扶着梯
子， 张师傅满头大汗地弓着腰检
查电视机。 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三
袋劳保用品。 小王的妈妈端着一
盘西瓜从厨房出来， 看见我也拎
着一袋劳保用品， 愣住了： “这
是……”

我们四个党员你看看我、 我
看看你， 笑了。

有句话叫： “行动比语言更
有力量”。 这堂特殊的党课一直
记在我心里， 不时提醒我， 一名
合格的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
子。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
战舰轻轻地摇……” 每当这首熟
悉的歌曲响起， 我的思绪都会情
不自禁地飞回到停泊在军港内的
一艘艘战舰上， 舰艇生活的一幕
幕便从记忆的时光中穿越而来。

二十多年前， 我穿上蓝色军
装，成为一名海军战士。新兵训练
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某舰艇部队，
成为一名身穿海魂衫、 头戴水兵
帽的舰艇兵，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然而， 真正的舰艇生活却远远超
出我的想象，令我有些始料未及。

舰上有水兵餐厅， 但有限的
空间无法满足全舰官兵的就餐需
要，很多人因地制宜，在码头或者
甲板上随机择一空闲场地， 把菜
和饭一放，几个人蹲着围成一圈，
就餐就算正式开始了。每每饭点，
这样的场景成为军港内一道独特
而亮丽的风景。 如果遇上雨雪等
恶劣天气， 大家只能挤进狭小的
住舱，或者在过道里将就一下。

出海期间的就餐， 则有些难
度和挑战。 菜盘和饭盆会随着军
舰不规则晃动而在甲板上移动，
我们不仅要高度戒备保证饭菜安
全， 还要时刻调整两腿姿势保持
身体平衡， 以免不小心被晃倒在
甲板上。 有时， 一个浪头袭来，
菜盘瞬间移动， 伸出去夹菜的筷
子， 却杵在了甲板上， 大家相视
一笑化解尴尬 。 对于舰艇兵来
说， 这样的事是家常便饭。 风浪
大 ， 因晕船反应吃不下饭的战

士 ， 只能空着肚子坚守在岗位
上， 时间长了， 胃落下了这样那
样的毛病。

居住条件更是艰苦。 我的住
舱位于甲板下面， 一条仅容一人
通行的舷梯连通上下， 每次下住
舱都得小心翼翼， 一不小心就可
能坐了滑梯摔个屁股蹲。 床， 与
火车卧铺相仿， 分二层或三层，
窄窄的， 恰好可以容下正常体形
的人休息， 一侧固定在舰体上，
睡觉时需把另一侧用铁链子固定
结实。 每次休息， 总觉着耳边有
海水哗啦流过的声响， 尤其夜深
人静之时， 这种声音尤为清晰。
后来， 我才知道， 我的床铺与海
平面恰好处在同一水平线， 中间
仅隔着一层钢板。

出海时睡觉 ， 则别有一番
“另类” 体验。 军舰在海上航行
时会随风浪摇摆， 人躺在床上脑
袋昏昏沉沉， 闭上眼睛则觉着天
旋地转。 作为刚上舰不久、 尚未
适应舰艇生活的我， 不仅要面对
晕船反应带来的身体上的各种不
适， 还要忍受机器运转产生的噪
音， 并时刻防备因舰艇晃动幅度
过大而从床上掉下来的危险。 后
来， 我逐渐适应了舰艇生活， 即
使伴着机器的轰鸣和哗啦啦的海
浪声， 也能睡个香甜的安稳觉。

军舰出海训练或执勤， 对舰
艇兵来说是一种锻炼， 更是一种
考验。 寒冬腊月， 我随战舰出海
执行战备执勤任务。 在恶劣的天

气条件下， 冷冷的海风夹杂着潮
湿毫无阻拦地袭来， 即使加穿几
层棉衣， 依然抵挡不住刺骨的寒
冷 。 军舰在大海中宛若一叶扁
舟， 遇到大的浪头， 海水直接越
过前面的甲板扑到指挥台， 给大
家浇个透心凉， 抹一把脸上的海
水， 大家迅速投入到战备状态。
为了御寒和取暖， 炊事班给大家
准备了姜汤水 ， 用军用水壶装
好， 定时分发给大家。

执行完任务返航回军港，钢
丝绳围栏上结了手腕粗细的一层
冰。 又是浇热水，又是用锤子敲，
费了很大劲才把碍事的冰块融
化，帆缆兵撇下缆绳，军舰稳稳地
靠了岸。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每
一名舰艇兵都可以如数家珍。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
科技的不断进步， 舰艇官兵如今
的工作生活条件较之前有了极大
改观， 不仅有阅览室、 健身房，
还有心理疏导减压室等。 想到这
些， 我心里颇感欣慰！

有人说舰艇生活不仅累， 而
且苦。 那些苦和累， 造就了我坚
定的理想信念和乐观的生活态
度， 铺染成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那些苦和累， 是我奋力拼搏的动
力源泉，激励着我前进。每当我回
首过往，心中便充满骄傲和自豪，
蓝色国土的安宁有我曾经付出的
一份努力和坚守。舰艇生活，让我
的内心变得丰盈而充实， 成为我
心中永恒的美好回忆！

———读黄永玉新著《见笑集》

□□张张光光茫茫

守护
蓝色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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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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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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