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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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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 是
砥砺奋进的10年， 也是不断焕发
生机与活力的10年。 为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坚定自信地讲
好职工故事， 充分反映全市职工
踔厉奋发 、 笃行不怠的精神风
貌， 即日起， 本报面向全市广大
职工推出 “我这十年” 主题征文

活动。 只要您真真切切感受到这
10年给您的工作、 生活带来的变
化， 或是奋斗拼搏的勇气、 或是
干事创业的激情、 或是工会工作
的创新、 或是生活水平的提升，
那么， 请您将感受写出来， 将故
事讲给我们听。 字数控制在1２00
字以内为宜。

““我我这这十十年年””

■我这十年

□□李李晓晓琦琦 文文//图图

““你你妈妈好好着着呢呢””

父亲的耳朵聋了， 家里的氛
围却越来越和谐了。

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 而母
亲爱唠叨， 两个人常常因一些鸡
毛蒜皮的事 ， 一言不合就吵起
来。 那时候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就是， 烦不烦呀， 整天就跟
个麻雀似的叽叽喳喳个没完。 现
在， 父亲的耳朵聋了， 母亲一下
子也安静了下来， 母亲说什么父
亲都听不见， 也就不说了。

过年时 ， 我们一家人在一
起 ， 又说又笑的 ， 父亲坐在那
里， 虽然听不见我们说什么， 但
见我们笑， 他也跟着笑。 他将他
的孙子抱在怀里， 掏出一个红包
塞进孙子的手里 ， 孙子拿着红
包， 将嘴凑近他的耳朵说， 谢谢
爷爷 。 这一次 ， 父亲竟然听懂
了， 说， 不用谢！

我们大家都笑， 说父亲这句
话是胡蒙对的。

初夏， 母亲病了， 中风。 事
先没有一点征兆， 一切都来得很
突然。

从医院里出来时， 母亲留下
了后遗症， 说话口齿不清， 每说
一句话都相当费力。 她坐在轮椅
上， 经常为要一件东西， 或者要
办什么事憋得脸红脖子粗， 而我
们却不知所云。 倒是父亲， 母亲
说什么， 他好像一下子就 “听”
懂了 。 父亲说 ， 你妈说她出院
了， 这病一时半会儿不会死， 也
好不了多快。 她说你们都耽误这

么长时间了， 都有自己的工作，
该回去上班了。

听了父亲翻译过来母亲的
话， 我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说
真的， 我们去上班了， 家里怎么
能放心得下？ 母亲能听见我们说
的话， 却表达不出来， 而父亲能
表达， 却听不见我们说什么。 这
以后， 就是给家里打个电话也是
个问题。

父亲见我们愣在那里， 似乎
明白了我们的意思， 他说： “你
们放心上班去吧 。 我虽然耳朵
背， 可我身体好着呢， 我能照看
你妈， 你们也别担心， 你妈说不
了， 可耳朵灵， 我呢， 听不见，
却还能说。 以后你们打电话来，
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接听。”

为了证明这种办法可行， 我
们进行了一个模拟实验： 我们将
母亲的手机放在了她的轮椅旁，
拨响了电话， 母亲听见电话铃声
响起时， 通过肢体动作将这个信
息传递给了父亲。 父亲拿起电话
接通后 ， 直接放到了嘴边 。 他
说 ： “你妈好着呢 ， 我也好着
呢， 放心吧。”

然后挂了电话。
回到城里， 每次给家里打电

话时， 那个画面一直就在我的脑
子里， 像电影一样。 而且， 每次
电话接通 ， 父亲永远都是那句
话 ： “你妈好着呢 ， 我也好着
呢， 放心吧。”

而我 ， 几乎还什么话也没
说。

人生最亮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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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 文/图

远方不只有诗
———读《远方的诗和烟火———青藏行纪》

□李钊

人的一生有许多个十年， 过
去的十年对我而言， 也许是我这
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十年。 这十年
里， 我从校园走向社会， 从懵懂
少年成长为社会的建设者 ， 有
了自己的家庭， 成为了丈夫、 父
亲……这十年里， 我与藏蓝色结
下了特别的缘分， 实现了成为一
名警察的理想， 也切身感受和守
护着我们这个美好的时代。

2012年， 还在大学读书的我
到学校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实习，

那时的我觉得警察是一份特别辛
苦的职业：抓捕嫌疑人、调解矛盾
纠纷、 社会治安管控……我们巡逻
在大街小巷， 守护着社会的平安
稳定， 虽然每天都是在与各种问
题打交道， 但那既刺激又劳累的
感觉让初入社会的我精神振奋。

2015年大学毕业后， 我成为
一名文职辅警， 告别了一线派出
所的惊险刺激， 在幕后制定各种
方案、 汇总工作情况、 调研基层
诉求……那时的我住在城中村，

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多才骑着电
动车回家 ， 虽然每天的工作繁
忙， 但看到我撰写的材料推动了
基层问题的解决、 获得了市民的
认可， 我便觉得再多的辛苦都是
值得的。

2019年 ， 我通过公务员考
试， 成为了一名监狱人民警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和同
事一起 “逆行”， 义不容辞地扛
起抗疫责任。

我从事的是收提押岗， 一个
综合性质的岗位， 每天负责对外
来办案人员、 律师监测体温、 登
记 ， 对外来人员 、 车辆进行消
毒， 并协助监所医务人员对在押
人员进行体温监测， 同时还负责
监室、 监区、 办公场所的消毒工

作。 工作繁琐， 有时忙得连吃饭
的时间都没有， 但我想到自己是
一名共产党员， 关键时刻决不能
掉链子， 越是艰难， 越是应该发
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我们严格执行封闭值班备勤
模式 ， 周边疫情形势严峻的时
候， 个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
回一次家， 心中满怀着在家人需
要时无法出现的内疚， 甚至亲人
离世而不在身边的痛苦……但我
们是一支素质过硬的队伍， 坚信
坚持就是胜利， 在坚守中把服刑
人员教育和改造好， 这就是我们

监狱警察的使命。
转眼间， 我走过了人生中的

十年， 这也是我们持续走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光荣历程的十年。
个人是时代中的一滴水， 只有融
入时代的大海才有意义 。 十年
里 ， 我们见证了太多美好的转
变 ， 见证了太多激动的历史瞬
间，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也是一
名人民警察 ， 守护社会平安和
谐 、 让人民群众满意是我的责
任， 未来的人生路上， 我将初心
不改、 矢志不渝， 让奋斗成为人
生最亮的底色。

对所有向往理想生活的人来
说， 远方是一个神秘且神圣的地
方， 憧憬去远方的路上会看到不
一样的风景， 遇见不一样的人。

远方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
每一个人心中的远方也不尽相
同， 但苍茫广袤、 神秘辽阔的青
藏高原， 无疑能满足大多数人对
诗和远方的想象。

对于兼具摄影师和作家双重
身份的康凯而言， 青藏高原上如
诗如画的风景曾让他将目光停
留， 召唤他以脚步丈量走进远方
的距离， 用相机记录诗意溢满的
美景， 在走向远方的路上进行情
真意切的诗歌吟诵。

岁月不居， 时节如流。 当脚
步和灵魂追赶时光， 康凯眼中的
风景不再是安静孤独的自然风
光， 而是注入了高峰冰川间的人
文独白， 而与一群值得被生活温
柔以待的人的相遇， 更引发他内
心中诗意栖居和人间烟火的相会
和齐鸣。 于是， 便有了有温度、
有情怀的 《远方的诗和烟火 》，
一部青藏高原旅行故事集。

在 “到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去” 的旅程中， 他的每一场邂逅
都是 “奇遇”。 阿尼玛卿山上用
身体丈量全程160公里朝拜路的
转山人， 使他震撼于信仰和坚守
的力量； 羊湖边的牧羊人单调又
单纯的生活里流淌着浓浓的暖
意， 引发他对 “这是不是我们向

往的生活状态” 的思考； 当穹错
遇到困难后得到藏族同胞的帮
助， 让他深信只要心中盛满爱，
“被爱” 便会随时降临； 而卓舞、
木刻艺术等原始藏族文化， 让他
触摸到千年传承下的灿烂文明和
信仰背后的情怀， 激励他再度踏
上追寻未知的旅程。

如果说， “到离天堂最近的
地方去” 篇章陈述的是在与陌生
人的相遇中使心灵抵达幸福的彼
岸， 那么， “与神的孩子相遇”
篇章记录的则是透过熟人的过
往， 回望梦想最初的模样。

活佛达玛甲的梦想是修复爷
爷创建的寺院， 尽管寺院损毁严
重， 百废待兴， 修复之路漫漫，
可他眼中始终闪耀着坚定的光
芒； 画师土登格拉是蜚声国际的
唐卡艺术大师， 他的梦想是继承
和发扬唐卡这一民族艺术瑰宝，
在不断开创绘画新境界的同时，
先后收20余名留守儿童作为学
徒， 选派僧人教授他们藏文拼读
和念诵等基础课程， 让唐卡成为
藏传佛教教义行走的寺院， 延续
着藏传佛教的永世传承； 贡秋卓
玛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职业歌
手， 从若尔盖、 红原草原走到北
京， 她的演唱之路并不顺利， 可
她性格里的单纯、 善良和热情，
歌声的空灵、 深邃和辽阔， 让她
的梦想得以实现。 而如今， 她的
梦想更多则是在草原上帮帮年迈
的父母； 青年导演卡加的梦想十
分纯粹 ， 希望用电影与世界对
话， 忍耐和坚持使他离梦想越来
越近。

他们的生活史勾勒出古老的
高原从过去向未来延伸的轨迹，
也让我们看到变化万千的青藏高
原上， 一个个看似弱小的生命，
正迎着阳光顽强生长。

这是一本私人旅行笔记， 但
意义超出了旅行本身。 远方承载
着现代人浪漫的 “世外” 想象 ，
也同样经受着各种世俗的淬炼。
无数人的诗和远方， 原是另一群
人的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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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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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相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