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代楷模——孔祥瑞（外一首）
■ 胡玉亭

是什么让他四十年如一日地坚守
是什么让他从一名只有初中文凭的码

头工人
成长为享誉全国的“蓝领专家”
凭的就是一颗赤诚的心
爱厂如家 爱岗敬业 爱国家
凭的就是钻研精神和创新意识

孔祥瑞
一个普通的名字
不喊不闹 默默学着 干着
眼前是他灯下苦读的样子
是他低头埋头苦干的样子
一干就是四十年

把死知识变成活知识
把活知识变成真本事
用小革新解决大问题

二百多项技术创新项目
是荣誉也是担当
十六个项目获国家专利
感动了中国

他是带头人
肩负着一个企业的担子
他把企业发展作为自己的责任
他把设备当成了宝贝
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
从日常的“管用养修”

挖掘潜力 提高效率
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巨大财富

全国劳动模范 道德模范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感动中国人物
全国高技能人才十大楷模之一
当选党的十七十八大代表
响当当的国家荣誉
让孔祥瑞这个名字
顶天立地
镌刻在为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
100位感动中国人物的丰碑墙上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记王欣 顾金钟夫妇

一个是救死扶伤的医生
一个是人民警察
两个最可爱的人
两个有着光荣的职业的人走到一起
成为一对革命伉俪

多么令人羡慕的一对
蜜月的余温还未散去
意外却突然降临
顾金钟因公致残
成为一名高位截瘫的患者

一个才刚刚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照顾一个每天只能躺着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病人
往返于单位和家之间
同样的责任
在单位累一天
回家还要做饭洗衣照顾病人
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这需要多么大的耐心
二十多年的照顾终于换来了奇迹

顾金钟站了起来
重返工作岗位
成为警界“保尔”
荣立个人一等功
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获市级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荣誉的背后
是王欣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坚守
军功章里有彼此搀扶的感人赞歌
杰出的人民警察妻子这个光荣的称号
她当之无愧

她创造了家庭的奇迹
在单位也是当仁不让
起着表率作用
从一个普通员工成长为领导者
荣获市级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
夫妻双双被评为全国孝老爱亲道德

模范
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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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那一天，从祖国的海防前沿
归来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
他不舍地脱下心爱的海军衫
愉快换上崭新的税务装
那一刻，头顶的税徽闪闪
胸前的徽章光彩鲜亮
这一天，老税官庄重地宣讲
为国聚财，为民收税
是税务人的神圣职责
必须牢记在心，勇往直前
这一刻，您坚定信念，立下铮铮誓言
要学前辈，把沉甸甸的责任扛在肩

从此每一天，当清晨第一抹朝晖划破黎明
那身朴实的税务蓝
伴着辛勤的脚步穿梭于街道与村乡
纾困企业，化解矛盾，百般调处，排忧解难
努力让各条渠道、各个环节保持通达顺畅
为打好税收改革和政策调整每一场硬仗
您废寝忘食日夜奔忙
不幸积劳成疾住进医院
高烧数日躺在重症室里呓语连连
医护和家人俯身细辨，您这是把工作挂牵

日有所思心有所念，斗转星移
在全局奋战落实征管体制改革期间
过度操劳的您，不得不再次住进病房
这是关键时刻，心急如焚工作怎能拖延
病症还未痊愈
身系导液袋、腰挂引流管便匆匆返岗
从与青年促膝座谈
未雨绸缪，润物无声
探讨交流，凝聚共识
鼓励踏实工作，坚定人生志向

再到拖着疲惫的身躯深入实地调研
全然不顾外溢的胆汁，把衣衫浸染
忍着腹部的阵阵疼痛
就为了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您是一个把纳税人的满意度看得比自
己生命还重要的人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寒冷的日子里
总有一个和蔼的面孔出现在众人面前
似一束温暖跳动的火焰在引领
如一种无声的期待在召唤
管理不缺位，服务不打烊
运用税收大数据，助力复工与复产
非常时刻，共产党员冲锋在前
我们就是纳税人的服务员
为他们送去温暖，提供方便
咱们税务人，岂能等闲，要知难而上
朴实的话语、坚定的步履，鼓起我们信

心与力量

于是，税务专家团队应运而生
票e到家有效推广，云端课堂开启别

样的宣传和走访
一电通先锋热线，搭建起绿色的快捷桥梁
运用智慧大数据，匹配供应信息链
税收总量连年逆势增长
绩效成绩领跑系统排行榜
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的奋斗精神
受到各级领导和同事的高度赞赏
这一创举，被《央视直播间》报道弘扬
37载日夜兼程，闯过多少雨雪风霜
党龄与税龄同岁，军徽与税徽共耀
从税路上
扎根一辈子，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

这是深藏于您内心的崇高信仰
每一次无声的捐款，每一次深入调研
每一次微笑服务，每一次把敬业精神

在基层传扬
每一项专业的解读，每一句温和亲切

的语言
就是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把党建引领的种子播撒在基层
也是用行动在演奏为国聚财、为民收

税的时代乐章

今天，历经酷暑严寒的历练做出优异
贡献的您

被评为全国百佳优秀税务局长
获评市级劳动和道德模范
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五一劳动奖章
您勤奋努力，甘于奉献的精神
感召我们的拼搏意志，让全局面貌大变样
已获评全国文明单位
这是我们全体税务人的无上荣光

请接受我们由衷的敬意吧
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
滨城可敬的税务领军人，我们的老领导
唐——洪——祥——
请相信我们所有后生的努力
您用心血和智慧播下的种子
一定会结出累累硕果
让我们一起携手再攀新高峰
以更优异的业绩
共同把献礼二十大的赞歌唱响

您，一位可敬的税务人
——来自纳税人与基层税务人的心声

■ 姜茂树

通往希望的征途中
黎明的曙光总会出现在坚守梦想的人们身旁
砥砺奋进的时间节点上

“点亮万家的蓝领工匠”张黎明
正大刀阔斧地引领大家同心协力 脚

步铿锵
“黎明，我们出发”——
故障险情就是命令
他雷厉风行地迅速集结起团队的弟兄
成为电力抢修中冲锋陷阵的一道耀眼

的风景
他的心里，始终牢记着“服务群众，竭

尽所能”
现场巡检，故障抢修的每一个电路就

像起点
让他信心倍增，全力以赴，大步向前
完成故障抢修作业近2万次，从未出

现安全事故
当之无愧的他成为率先垂范的标杆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
累计在工余时间巡线8万多公里
张黎明立足岗位，布局谋篇
保障了区域电网的良好运转

“做好故障抢修，技术要精，地理也要熟。”
是张黎明作为“蓝领创客”的“独家宝典”
绘制线路图1500余张
梳理分析上万个事故隐患
练就了一身电力维修的绝活
被誉为电力抢修“活地图”的他
全心全意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理念
先后点亮“黑楼道”400多个
带头发起水电气热服务联盟社区“红网格”
为11个社区150多位老弱孤残人员服务
用甘于奉献的大爱搭起了企业与群众

的“连心桥”
把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淋漓尽致地彰显

月光倾泻，亮堂堂的大地上
纵横交错的电网就像一张大大的棋盘
坐标指条条银线在晨曦雾霭中绵延伸展
张黎明秉心传承 心向云巅
甘做“人梯”，一批高素质人才从这里涌现
星火接力造就电力专业的众多简单却

又不平凡
张黎明创新前行 孜孜不倦
获批国家专利200多项
20多项成果填补智能电网建设空白

他主持发明的高空带电作业机器人
“钢铁侠”

电网上做“微创手术”，替代了人工作
业的高强度、高风险

已在18个省市推广应用，产值达到7亿元

“师傅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必须随叫随到！”
“有他在，我们的心里就透着舒坦。”
“有困难找小张，他有百宝箱还有智囊团。”
……
日子，一直沿着固定的轨迹流转
工作30多年，张黎明24小时待命，电

话从未失联
他乐得其所，心甘情愿
他不忘初心和使命，燃烧自己
为电网建设注入澎湃的动力和能源
让我们紧随其后
就做闪耀星空的那束光吧
走出去就是一把火的种子
不可阻挡地成为力量中坚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我们一起化作无数燃烧的灯盏
浩浩荡荡，勇往直前
让人间更加幸福、明亮而温暖

黎明，我们出发
——记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配电运检室党支部副书记张黎明

■ 阿蒙

闲来收拾柜子，从柜底翻出一个大

包，打开来看，是厚厚的几撂信件，用橡

皮筋分类捆扎。将橡皮筋一个个解开

来，各式信纸写成的信笺铺满眼，争先

恐后地想诉说往事。无法辜负信笺的

热忱，一封封仔细品读。往昔信笺，分

为家书、情书、朋友书三种。

家书基本上都是在外求学的几年

里，父亲写给我的。1987年，父亲千里

迢迢，亲自去送和我一起考上外地学校

的哥哥。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我们

从甘南抵达陇西。在陇西我要和哥哥

分手，他去天水，我去兰州。父亲将小

红木箱搁到哥哥羸弱的肩头，在父亲难

舍的目光中，小小身子骨的哥哥，背着

他的小红木箱，挤进熙熙攘攘的人流，

转眼就被人流淹没。父亲回过头，默默

背起我的行囊，领着我，继续去乘坐开

往兰州的班车，将我往目的地送。

作为女孩子，父亲对我的照顾关爱

多一些。亲人分离的日子里，深深的情

感，通过一封封家书来表达。在我和父

亲之间穿梭不停的信笺，使父亲和我的

关系，从单纯的父女，变成朋友；又从朋

友，变成世界上最愿意与之说话的一个

人。如今，父亲早已去世。隔着岁月的

长廊，手捧一封封父亲曾经写给我的

信，无限怀念中，似乎又看到父亲慈爱

和善的面容。

比家书数量更多的，就是情书。和

先生在同一个中学上完初中、高中后，

我先考学走了，他留下来复读。“嫂子，

我哥哥经常手捧你给他写的情书，功课

都做不下去。”多年以后，小姑子打趣。

理性的先生，曾也写过一份份“肉麻”的

情书寄给我。许多情书，还是文笔优美

的佳作。那时候，我们都喜欢看琼瑶小

说，“在世界的一个角落，我们曾并肩看

过星河，山岗在我们身边穿过，草丛里

流萤来往如梭，我们静静伫立，高兴着

有你有我。苍穹里有星云数朵，夜露

在暗夜里闪闪烁烁，星河中波深浪阔，

何处有鹊桥一座，我们静静伫立，庆幸

未隔星河……”无比温情中，看身边那

个相守几十年人的，庆幸彼此没有辜

负年轻时许下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的承诺。

除了家书和情书，剩下的信笺就都

是朋友之间往来的。发现那时候的我

们，真的是很喜欢写信。只要是和朋友

们分开了，彼此就用信笺来联系。真挚

的话语、朴素的情感、深情的惦念，对团

聚的渴望、对分离的惆怅，全都流泻在

字里行间。

近日，看印度电影《午餐盒》，年轻

貌美的家庭主妇依拉，每天中午都要费

尽心思给丈夫做午餐。她唯一的愿望，

就是丈夫能够多看她一眼，多关注她一

些。但无论她饭做得再好吃，人收拾得

再漂亮，她那已经爱上别的女人的丈

夫，也从不多看她一眼。有一次，依拉

做给丈夫的午餐，因为送错了人，被送

到了沉默而孤独的中年男人赛扬·费尔

南德斯手里。此人妻子去世多年，形单

影只，每天下班后，总是一个人默默地

站在阳台上抽烟。孤独的他，透过窗玻

璃，双眼总是投向依拉家的晚饭桌。两

个生活在印度孟买完全不可能有交集

的男女，送错的午餐盒，他们两人之间

开始用传统而含蓄的书信来往，字里行

间都是对各自破碎而冰冷的人生的控

诉。这份感情，虽然“坐错了火车，却去

了对的地方”。一直到剧终，男女主人

公始终停留在“见字如面”的温暖美好

中，未曾相见。

如今，通讯方式很发达了，朋友们

有事都用微信联系。想说话了随时可

以写上去，对方马上就能看到。在不再

写信的年代里，怀念写信的岁月。喜欢

千回百转、含蓄内敛、水到渠成的情感

表达方式。喜欢在某一个心绪有些起

伏的清晨或夜晚，人端端正正坐于书桌

前，钢笔尖散发着浓浓的墨香，一张美

丽的素笺铺开来，于窗外春雨的淅淅

沥沥、秋风的飒飒作响、冬雪的晶莹洁

白中，边感受“雨中鹊语喧江树，风处

蛛丝飏水浔”日子的美好，边给散落天

涯的挚爱亲朋写信。写的是信，诉的

是人生；叙的是情，抒情的意境早已冲

淡忧伤。

见字如面
■ 安子

踌躇多日，终于下定决心带着八十

多岁的父母去看远在千里之外的百岁

外婆。

立秋后的天气依旧炎热，高速公路

上，我们自驾的汽车以最低时速标准行

驶，每到一个服务区都必须停靠休息，

顺便让不宜久坐的父母下车活动一下

腿脚。耳聋目花的母亲喜欢坐在服务

区树林边的脚凳上，总是自言自语重复

着：好几年没看到老妈了，今儿终于可

以见到了。

母亲絮叨着眯起眼，遥望东北老家

方向的云天，浑浊的目光掩藏不住焦渴

的期盼与欣喜。

五个小时后，汽车驶入山区高速，

一座座青绿敦实的土山包随着前行的

道路，忽而隐约在不远处的前方，忽而

兀立在路栏的近旁。山林葱茂，蝉鸣越

深，一只只体型壮硕的蓝喜鹊“喳喳”欢

叫着。这宽直坚实的马路、那高大烟囱

里飘着缕缕白烟的一座座钢厂，在告诉

我——外婆的洼村近了！

我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回头看看坐

在后座的父母，竟看到他们毫不疲乏地

各自趴在车窗上，在瞭望外面的风景。

母亲眼角光亮闪烁忽明忽暗，那是一滴

泪，一滴久思亲人故土的清泪。

汽车驶出匝道，绕过土坡，导航提

示到达目的地。

街巷旁那棵高大的栗子树下，满头

白发拄着拐杖的老妇人，弯着腰挺着头

朝着我们来时的路切切地张望。听到

母亲的欢叫，她迅速挥动起拐杖，甩掉

身旁人的搀扶，迈开步子颠颠地朝我们

跑来，一边跑一边呼唤着母亲的名字，

这是我百岁的外婆啊！终于相见的母

女高兴地拉起手，凝视着对方，甜蜜地

笑着，相拥相搀走进院屋，外婆不住叨

咕着：感谢神啊！可让我们相见了，见

你一面咋这难呢……

接下来的几天里，外婆和母亲形影

不离，吃饭、午休都在一起，就连洗漱都

不离开。和多年前一样，外婆总是不

停说起母亲小时的一些趣事，说到高

兴处就放开喉咙唱起自编自谱的歌

《小儿女》，抑扬的歌声随着窗外的阳

光欢快地跳跃着、飘荡着。耳聋的母

亲举着手机靠近外婆的嘴，将外婆的

话和歌一句句录下来，然后转换成文

字，瞪大眼睛一句句去看，时而红了双

眼，时而抚胸嬉笑。外婆一刻不停地

追随着母亲，一会儿摸摸母亲的手，一

会儿抻抻母亲的衣角。忽然，她想起

什么，回身打开橱柜，拿出那个跟随她

多年的木褐色梳妆盒，对母亲说：“看，

你的头发又乱了，妈给你梳个好看的小

鬏鬏吧！”一边说一边拿出红色木梳，左

手按住母亲头顶，右手一上一下梳理着

母亲杂乱的白发，随后抹上头油，捋顺、

拧卷，套上黑绒发箍，一个好看的小鬏

鬏便服服贴贴地嵌在母亲后脑上。母

亲照着镜子，上下左右地观赏着外婆

的杰作，脸上溢满孩子般纯净满足的

笑容，仿佛自己又回到了被妈妈疼爱

的小时候。在耄耋之年还能享受到百

岁老母亲的抚爱，这是怎样的一种温

馨和幸福啊！

看着期颐之年的外婆和耄耋之年

的母亲欢快地享受着母女天伦之乐的

情景，我的心暖化了。那些和母亲一起

的快乐，甚至叛逆的耍性，一一浮现在

眼前，那“曾经只道是寻常”的句句叮

嘱、声声安慰和只手爱抚，如今都成为

香飘万里的一坛佳酿，随着时光的流逝

沉淀得愈加芬芳。

是啊，还有多少这样的机会，还有

多少这样美好的时光，能尽情享受有娘

的孩儿开心的快乐？岁月蹉跎，暮年已

近，即使走遍万千繁华，踏遍千山万水，

掠尽旖旎风光，母在，心才安啊！

纵有再多不舍，还是到了分别的时

刻，站在母亲面前，外婆哭得像个孩子，

“你这一走，我们娘俩不定啥时再相见

了，我们还能再见吗？唉……”泪顺着

外婆褶皱的眼角洒落，一滴滴落进母亲

的手心。母亲捧着外婆那被阳光折射

出无数光亮的不舍的泪珠，昏花的老眼

泪水涟涟。

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人啊，分别就

是隐在心窝上的一根针，所有牵挂和惦

念，都是浸满疼痛的血泪，滴滴流淌，每

一滴都化作一条忧伤的河，条条汇聚，

最终流淌成那句无语凝噎的：相见时难

别亦难。

还是让心底的所有牵挂与不舍化

作片片白云吧，蓝天里将所有思念嵌进

彼此的生命，就算隔山隔水，道阻且长，

也隔不断挡不住那份浸入血脉的挚情

牵念。在无法走出的长长思恋里，那

载着亲人灵魂的片片云朵会沿着梦中

熟悉的途径，一路穿行，跨山越海，飘

扬而来，陪着你陪着我，似水流年里，共

安四季，一起度过每一段渐行渐远的相

念时光。

相见时难别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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