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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后生活

人在他乡 ◎祁亚飞

班后读书 ◎刘兴洋

亲情园地 ◎姚 鹏

今年初，垞电公司生产部职工刘广
东在孟加拉国经历了六年的外部商运
生涯后回到了徐州，与家人幸福团圆。

2012年，刘广东被公司委派到驻孟
加拉国孟加拉巴库电站做技术指导，临
行前，女儿正值小升初的关键期，非常
舍不得爸爸离开；妻子一想到以后要照
顾老人、家里的大小事都得一人承担，
也不想让丈夫外出。刘广东看到妻子
和女儿渴望他留下来的眼神，心里有太
多的不舍。妻子不忍让刘广东为难，当
机立断把那种不情愿放在心底，对他
说：“组织既然派你去，那是对你的技术
和能力的肯定，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期
望。你就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刘广
东对妻子说：“我离开后，家中的担子由
你一个人扛，若有困难就说出来，组织
会安排我回来的。”

刘广东离开后，为了让他在国外安
心工作，妻子将家里所有事务都承揽了
下来，六年光景，刘广东难以想象妻子

是如何度过这六年的。后来妻子告诉
他，有几次夜晚发高烧，走路轻飘飘的，
硬是坚持自己到医院就诊治疗，当时感
觉好孤独无助。第二天坚持给孩子做
饭、送上学。以前家中的水管、水龙头、
灯管等坏了，妻子根本不用操心，自从
刘广东出国后，这些维修维护的事情就
落在了妻子身上。怎么办？不会就学，
学不会就和远在国外的丈夫视频，刘广
东就远程教妻子如何检修水管、修理电
灯，逐渐地妻子就掌握了这些技能，被
刘广东称为“维修小能手”。

这六年里，孩子从小升初到初升
高，现在正准备高考，孩子的教育、生活
后勤等全部由妻子一人承担，她没有丝
毫怨言。刘广东的女儿特别懂事，真切
体会到父亲在外的艰辛，母亲在家操劳
的辛苦，暗自下决心用自己的努力回报
父母，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2015
年考入市一中，现在争取考上理想大
学。

刘广东的母亲年迈体衰，儿子一出
去就是六年，照顾老人的重任也全部压
在他妻子的身上，妻子只要有时间就去
看望照顾老人，做做家务，唠唠家常。母
亲时常想念在国外的儿子，她就打开手
机让婆婆与刘广东视频，以解老人思儿
之情。每每看到妻子把母亲照顾得那么
好，刘广东对妻子既感激，又愧疚，把对

妻子的爱放在心里，有机会再补偿。
对于刘广东来说，家就像海面上守

望的灯塔，即使在黑暗中也散发着温暖
的光，指引着他不断前行。家庭和睦，家
人互亲互敬互爱，是他外出前行的坚实
后盾，正是这种小家情结才有了外出圆
满创业六年的垞电情结。今年一季度，
刘广东被公司评为“最美党员家庭”。

中煤大屯煤电公司铝板带厂女工陈幸幸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故事，近年来在大屯矿区传颂。

“滴答滴答……”2017年底的一天，南京东南大
学附属中大医院干细胞移植病区血细胞分离室内，陈
幸幸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手臂上插着粗大的针管，血
细胞分离机上垂下两条细细的管子，鲜红的血液通过
导管正从她的身体流向血细胞分离机，经过分离血细
胞后，再流回体内。当墙上的时钟指向中午12时30
分时，机器的指数跳到“7629”，这意味着陈幸幸的血
液已经通过机器循环了7629毫升，超过全身血液的
两遍，才采集够一位36岁患有白血病男人所需的256
毫升“救命骨髓”，为这位素昧平生的“有缘人”带去生
的希望。

这一切都被陪伴在病床前的女儿看在眼里，“妈
妈，你疼吗？”5岁的女孩小心翼翼地问。陈幸幸微笑
着摇摇头，她特意让女儿见证这一刻，希望女儿长大
后也要做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

陈幸幸的爱人刘苏光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妻子面
部苍白、神情倦怠，除了心疼更多的是敬佩。刘苏光
知道妻子是一个对疼痛敏感人，可自从2016年4月
份的初配到今天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妻子从未喊过一
句疼，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

采集造血干细胞前要打4天外周血动员剂，会有
腰酸背痛和像感冒一样的不良反应。“我那几天正好
有些感冒，所以感觉并不明显。”陈幸幸说。救人心切
的陈幸幸在自己感冒的情况下，征得医生同意后，坚
持按约定的时间进行了造血干细胞采集。她知道，有
一个生命正在焦急地等待她的血液点燃起重生的希
望！

陈幸幸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孩，从2008年在
技校上学期间就开始了无偿献血，累计无偿献血
2200cc。一次在献血中听医生说，身体健康的人只
要捐出少量造血干细胞，就能给一名血液病患者一次
重生的机会。这让陈幸幸心潮澎湃，毫不犹豫地报名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历经8年的等待，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梦想竟然真的实现了！

2016年4月的一天，陈幸幸接到了公司卫教办
电话：有一位患者初配与她吻合，问若配型成功，是否
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命运之神选中了我，我义不容
辞。”随后，陈幸幸又幸运地通过了高分辨配型和体检
环节。

“其实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心里也有顾虑。但
救人是大事，我理解她，更支持她！”对于妻子的爱心，
刘苏光说。原本打算备孕二胎的小两口商议后，决定
把“二宝计划”暂时搁置。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陈幸幸从一开始加入中华
骨髓库到成功捐献，对她只字未提。“这么大的事，你
还瞒着我……”陈幸幸的母亲听别人说自己的女儿捐
献造血干细胞后，立即给女儿打电话。陈幸幸耐心地
向母亲解释并得到了理解。

当陈幸幸捧着鲜花与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
拍照时，圆圆的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陈幸幸已成为
全国第6061例、江苏省第530例、徐州市第59例、中
煤大屯煤电公司第5例捐献者，在大屯公司是首例女
职工捐献者。

《善待你所在的单位》一文，仅标题
已让我眼圈湿润。善待、珍惜、感恩，这
三个词语读出来只需要不到6秒的时
间，但我却用了6个月的时光读懂它。

半年前，因为家庭原因，我曾选择
离开徐矿这个“家”，在无数个披衣起坐
的黑夜，回想在徐矿工作7年的点点滴
滴，想起那些我采访过的、最朴素的职
工，想起那些并肩战斗、最可爱的同事
……我问过自己无数次，如果没有徐
矿，我又算什么？如果没有企业，何处
是归程？所幸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需
要再考虑了，因为我又重新回到了徐矿
的怀抱，这种回归，让我有重生的喜悦、
扑进慈母的怀抱、感受笃定的温暖。从
此以后，我要善待我所在的单位。

善待单位，让工作美如星光。在多
年的采访工作中，我曾见过工作一夜的
女工冻得发紫的面庞。那是在山西德
隆混合立井井架吊装工程中，由于吊装
方要临时更换吊点，所以从晚上19时
10分到第二天清晨，2名电焊女工都要
在10多米的高台上，用瘦弱的身躯对
抗初春深夜的寒风。他们就像黄土高
原的星空，经过沙尘的洗涤，散发着炫
目光辉。所以，为了热爱的工作，就不
应惧怕漫天沙尘，不应惧怕大漠高原。
我要善待自己的岗位，热爱自己的企
业，忠于自己的初心，用奋斗的双手拥
抱璀璨星空，用流汗的面庞迎接难忘美
景，用冲锋的姿态找寻最美人生。

善待单位，让敬业成为常态。善待
单位，就是发自内心感恩企业；善待单
位，就是毫不犹豫主动付出；善待单位，
就是不折不扣完成任务；善待单位，就

是让敬业成为常态。在徐矿工作的这
些年，我曾采访过很多平凡岗位中闪闪
发光的典型，他们中有不顾小家、南征
北战的青年职工；有不顾安危、舍命救
人的爱心英雄；有执著钻研、提升技能
的“工匠能手”；有指挥一线、拼打在一
线的兵头将尾……他们用人格魅力谱
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赞歌。我要学习
他们奋发进取、争创一流的拼搏精神，
围绕重点、攻关难点的创新精神，艰苦
奋斗、忠诚奉献的敬业精神，把对企业
的爱溶于血液、铭记于心，无论遇到多
大困难、何种诱惑，都与单位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善待单位，让肩膀扛起责任。徐矿
传媒微信公众号上有一篇名为《一场生
命接力赛荡气回肠，12名工友把他拉
回生死线》的文章带给我巨大的感动和
震撼。在创业过程中，善待单位，就是
要用肩膀扛起企业发展、工友幸福的责
任，用乐于服务、甘于奉献、敢于吃苦的
精神让“家文化”充满亮色、满溢温暖。
我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用“服务”显本
领。增强服务意识和本领，讲政治、重
品行、作表率，随时随地不忘初心、冲在
前头、干在前面，当好工友的“服务员”、
班组的“勤务兵”。二用“奉献”显品
德。把“奉献”当成毕生追求，在工作中
大公无私、艰苦奋斗，让品德更凸显，让
形象更光辉。三用“吃苦”显热爱。发
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
献的精神，用敢于担当、牺牲小我、成就
大我的高贵品质，诠释对企业的热爱，
更让这份热爱指引自己不断提升、践行
初心、实现梦想。

关于善待，我们挂在嘴边的常
常是善待亲人、善待朋友，甚至善待
各种动物，却总是忘记如何善待对
自己如此重要、给予自己生存所需
的单位。正如近期阅读的一篇文章
《善待你所在的单位》中所说“家庭
离不了你，但你离不了单位。没有
单位，你，什么也不是！”

自2005年以来，我一直在徐矿
大学办公室、党群部从事文书工作，
一字字、一行行，记录着多彩的青
春。第一次接待服务、第一次端起
相机、第一次编辑简报、第一次主持
活动、第一次记录会议内容、第一次
起草报告、第一次站在讲台……业
务从无从下手到渐渐熟悉，曾经陌生
的领域都成了展示的舞台，因为有着
重视、关心我综合素质提高的单位，
有着传我经验、助我成长的领导和同
事，有着团结友爱、相互补台的和谐
氛围，过程艰难甚至煎熬，但其中的
喜悦是难以言喻的。一路走来，一路
成长，一路感恩。

单位给了我最大的发展空间和
成长的途径，我应该自觉地把个人
的前途命运和单位的发展融为一
体，带着强烈的责任心积极主动地
去工作，恪尽职守，为单位的发展贡
献力量。工作意味着责任，当我们
从事这项工作时就应该担起这份责
任。有责任心，就不能把工作推给
别人，要认认真真地干好本职工作；
有责任心，就不能愚弄他人，要诚恳
地对待同事，对待他人；有责任心，
就不能沉不下心来，要踏踏实实，严

谨细致。
如今，我更深切体会到了文字

工作的更高标准和严要求，将把学
习作为一种责任，保持学习热情和
求知欲望，努力学习专业技术知识
的同时优化知识结构，扩大知识面，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时刻用

“工匠精神”激励自己，更加专心、专
注、专情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你在单位的土壤中种下了什
么，单位就会回报给你什么。如果
你把单位当成自己的责任，那么单
位自然会为你创造成长的机会；如
果你全心全意对待单位中的各种事
务，那么你的事业就会在单位中得
到进步。只要你的行动和态度助力
单位发展，那么单位就一定会给予
相应的回报。

从踏上工作岗位那一刻起，我
们的命运就与工作的单位紧密相
连。是单位，呵护我们成长，包容我
们犯错，磨炼我们意志，教育我们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或许用“家人”
来形容和我们朝夕相伴的领导、同
事，有些人会觉得矫揉造作，但我想
说的是，在我面对困难和挑战时，领
导像长辈一样予以关怀鼓励，同事
则更像兄弟姐妹一样关心帮助，使
我拥抱阳光、坚定信念。感谢你们，
我不仅在徐矿大学工作岗位上施展
才华，而且收获着家人之间珍贵的
情谊和信任。“家”是对陪伴我14年
的徐矿大学最好的诠释！

感恩、成长、执著、奉献，期待更
加精彩的未来。

2017年笔者在伊拉克从事技术服务一年，由于活动空间受
限制，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只是领略一二。

伊拉克是一个战乱中的国家，我们来了以后虽然没有看到
炮火连天的场面，也没听到密集的枪炮声，但是从地面的建筑
物看来，还是有较多的残垣断壁，从机场驶往我们驻地电厂的
路上，看到的是一片破败，真是百废待兴。

在厂区和当地伊拉克员工接触，感觉普遍友好，无论什么
时候见面总会抬起右手，说一声：hello！如果是我们主动打招
呼，对方还会亲切地说：“China，Good！”这种问候招呼，一下子
就拉近了距离。说实话在未去之前，我对这个国家还是比较排
斥的，那么多的宗教禁忌、战乱，民众一定很凶残。短时间接触
后，其实不然，我们电厂所在的瓦西特省，这里穆斯林基本都是
什叶派，比较温和。

厂区内的员工当班期间，完全没有统一标准的工作服，都
是我们“前任”公司员工留下的，有的是免费赠送，有的是低价
出售，但是看上去都比较干净。记得我刚到不久，一位伊拉克
员工主动找我，拉拉我的工作服说：“good！good！”然后比划
了一下自己身上的工作服，并抬起胳膊给我看，袖口等几处已
经磨破了，我点头表示理解，对方见我点头后继续比划，拉着我
的工作服再指指自己，表情很是不好意思。我懂了，他是想要
我的工作服，说实话，如果当时我有两套工作服的话，一定会毫
不犹豫地送他一套。我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又叫来了我们的
翻译向他解释。对方遗憾地说了一句阿拉伯语：愿真主保佑
你！我站了起来，和他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没说什么就走了。

由于伊拉克连年战争，再加上当地特殊的地理条件，连生
活必需品基本依赖进口。以早餐来说，他们完全没有我们食堂
的包子、蛋糕、花卷、鸡蛋、稀饭、豆浆、油条、面条、咸菜等花样
早点。但是当地人做的两种饼很好吃，一种类似于我们徐州的
烙馍，但是要比烙馍大而厚，咸味、松软适宜；另外一种类似于
我们这里的烤饼，但是他们做成椭圆形，盘口大小，180度对角
还做成两个似羊尾巴状，吃的时候，用手把饼撕成小块，包着其
他食物吃，很香！伊拉克员工早餐一般吃点饼，包着腌制过的
黄瓜或洋葱之类的食物，腌制过的黄瓜和洋葱不是咸味的，却
是酸的，还染了红黄等色，一点都不符合我们的口味。午餐和
晚餐还会增加比如烤小番茄、烤小黄瓜等食品，烤的时候直接
放在电炉上，烤热就行不放油盐，更不会放什么孜然、胡椒、辣
椒粉什么的，也可能他们没有吧！条件好的有时会加烤鱼、烤
鸡、羊肉等，其实那是很奢侈的。

伊拉克地广人稀，加上大片沙漠，能住人的地方不多。因
此，在电厂上班的员工都是24小时制，上一天休3天，一些精明
的员工会利用这3天休息时间，再去其他地方打一份工补贴家
用。上下班期间厂里不提供班车，大家一起拼车，费用AA制，
车辆以“皮卡”和“面包”居多，完全看不到我们国内的大型客
车。当班期间，大家轮流休息、吃饭、工作，休息室就在集控室
后面的房间里，地下铺着一张毯子，放一个枕头，上面再盖一个
毯子什么的，感觉他们不怕冷，当然吃饭前的祈祷是必不可少
的。到了夜班，基本就见不到他们的人了，有时忙不过来也会
去叫他们，但是基本上都是一句：有中国人在，我们是放心的！
然后继续睡觉！

是啊，有中国人在，你们是放心的。兄弟，你们更要自强！

和正直的人在一起，忠诚修德，催人奋进，
积极向上。为此，做一个光明正大、心地善良的
人，是做人的原则。

不忘根基，正直做人。“临事须替别人想，论
人先将自己问，自大骄傲必生嫌，聪明多被聪明
累，巧者常为拙者驱。”这看似顺口溜，却道出了
做人的道理。在工作中职务不论高低，岗位不
在大小，只要坚持正义，敬业奉献，不懈奋斗，总
会干出一番事业，让平凡变得伟大。其实你的
工作单位是锻炼自己、创造财富、搏击的平台；
是你发挥聪明才智，保障生存与发展的平台，更
是人生放飞梦想，成长成才的舞台。你对单位
的兴衰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具有忠诚与奉
献的精神，以及正直做人，不忘初心，正确做事
的决心。

明白感恩，方能为人。生活中多一点感
激，就会多一些美好。感恩父母，是他们把你

带到这个世界，把你培育成人；感恩老师，是他
们用语言播种，用彩笔耕耘，用汗水浇灌，像一
支红烛奉献热和光；感恩单位，给自己发展的
舞台，成就你成为社会及国家的有用之人；感
恩师傅，工作中传授技能。笔者有位高管朋
友，当年希望与失望交织一起的时候，是师傅
榜样的力量激励着他前行，让他明白爱拼才会
赢；当憧憬与挫折相撞的时候，是单位领导拨
开了心中的乌云，给予鼓励；当遇迷津时，不冲
动，高调办事，低调做人，才成就了他今天的成
功。

收藏领悟，善待他人。生命的旅途，有些人
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有些人处着处着，见
风使舵越走越远。回眸过往，凡品格高尚、作风
优良、业绩突出的人让人尊敬。做个感恩社会、
奉献社会、不忘初心、奋勇作为的人，才能写出
精彩人生。

刘广东，小家爱垞电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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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人间 ◎宗慧芹

坚守正直 学会感恩

班后观察 ◎徐锁根

走近伊拉克

让热爱在工作中开出花朵

班后读书 ◎刘 婷

青春与责任相伴 成长与感恩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