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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生日，一个人坐下来盘点走
过的这365天，回顾在这离出发点越来越
远的路上，自己是否也在变得越来越好。

环绕时空跑道，搜索一圈却发现：去年
生日时，自己定下的学习、生活目标似乎大
都未实现。懊恼中叩问自己：是接连不断
的疫情束缚了脚步，还是现实的冰凉熄灭
了自己的激情？抑或真的是本命年生活多
舛，诸多不顺仿若冷雨，铺天盖地灌进心
里，纵有“红泥小火炉”，也觉得今年的冬天
格外的冷。经历的那些事，一幕幕展开
……

11月，还没到这个城市的严冬，突然接
到七十多岁老母亲打来的电话，愤怒地质问
我为什么要同意刚20岁的女儿去做骨髓捐
赠登记？天下哪个母亲不疼自己的娃？

其实我也是国庆那天点开女儿的朋友
圈，才发现这个事情。从小就乖巧懂事、凡
事都喜欢跟我商量的女儿，居然“自作主
张”去做了骨髓捐赠登记！！我的心一阵阵
抽搐：我可爱可怜的女儿，你咋就这么傻
呢？无偿献血捐骨髓难道不疼吗？你娇弱
的身子骨能吃得消吗？

女儿的朋友圈有两张图片：一张2019
年，她年满18岁时许下“献血、考救护员
证、骨髓捐赠登记”心愿的图片，另一张是

“在2021年国庆终于完成了2019许下的
心愿，骨髓捐赠登记，又献400CC血。”

当时我就火冒三丈，身高1.68米的女
儿，体重不过100斤，她明知道我对她健
康的担心超过所有。她每年献血和骨髓
捐赠登记的举动，柔弱的自身体质怎么承
受得起？我的心像被什么拽住了，生疼生
疼……

泪眼蒙眬中，我眼前晃动着女儿小时
候生病扎针的场景：女儿很怕疼，生病时，
医生刚拿起针，她就开始号啕大哭，她哭我
也在一旁哭，我们娘儿俩哭得稀里哗啦。
后来，她再生病，我们俩都拒绝打针或扎
针，针扎在她身上，疼在我心里。

我生气地质问女儿：“为什么不顾自己
健康，去献血，捐骨髓？”女儿斜乜我一眼，
撒娇地说：“妈妈，您加强学习嘛，献血和骨
髓捐献对身体哪有什么危害？”女儿拉着我
的手，给我讲了一通她认可的科学道理，但
我依然坚持不同意献血捐骨髓，我们的谈
话不欢而散。

今天母亲的来电，又再一次“敦促”我
跟女儿交流这个话题。我忍住内心的怒
火，小心翼翼地跟她说：“你的这种大爱和
勇敢让妈妈很佩服，但如果配对成功，要几
个小时不能动弹，还有可能有不良反应，你
从小都那么怕疼，妈妈担心你身体吃不
消。妈妈虽然觉得你做得很对，但从个人
健康来说，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去，帮助人要
量力而行。”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那些需要
骨髓移植的患者怎么才有救呢？我们每个
人嘴里都说很赞赏别人的勇敢和大爱，但
轮到自己就不愿意了。”女儿振振有词，说
得我有些心虚。从小对她的教育都是做人
要有大爱精神，可是真到了节骨眼上，怎么
感觉自己一下子就“怂”了。

“你一个女孩子，自己都弱不禁风，为
什么想到要去做这些事？”

“妈妈，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我除了生
在一个有爱的家庭，我一路长大，遇到的都
是好人。尤其是去年疫情期间，我在国外
出租屋里上网课的时候，大使馆给我们寄
来了防疫包，还经常发邮件，关心我们的安
全和健康。我觉得我生在中国很幸运，生
在这个家庭很幸运，也很幸运遇到身边那
么多好人。所以我想用我的能力帮助别
人，把我的幸运也带给别人。”

女儿连说三个幸运，解开了我心里的
疙瘩。在她成长求学的路上，她其实也遇
到了很多困难，也遇到了一些不靠谱的人
和不顺心的事，但她却可以统统略过，只感
受着幸运和美好，并且愿意用行动让幸运
环环相扣。

我想，女儿所谓的幸运，不过是她付出
过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善意蛰伏已久，最后
变成了她人生路上遇见的好运与惊喜。

心情刚舒坦一点，突然接到了辖区某
社区有新冠肺炎确诊密接者的消息，而社
区所在一所小学的师生必须全员核酸检
测。正好这方面是我分管的工作，听到这
样的消息，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晚上
7点，老师们组织孩子排好队，有序地检
测。原本以为会有孩子因害怕哭闹，可懂
事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哭闹，极其配合。

“大家排好队，先回教室休息。”核酸检
测完成后，老师们组织学生有序回到教室，
与学生一起观看红色题材以及抗疫电影，

陪伴孩子一起等候检测结果。
凌晨3点，学校灯火通明，学生们在操

场上有序排队，老师们将学生一个个亲自
交到家长手上，并一遍遍叮嘱着“回家早点
休息”“注意自我防护哦”。

其中有22名较远的学生，则由学校派
人亲自送到家长手中，而住在管控区的学
生，由学校行政人员送交街道派来的10名
志愿者，并带入各自楼栋亲自送到家。凌
晨3点多，学校附近红绿灯处，老师们在交
巡警的协助下将最后一名学生安全送到家
长手中。

凌晨4点，校园中机器轰鸣，开始全面
消杀，老师也开始逐渐离校。

“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在学校留到凌晨
两点，孩子们不管是做核酸检测还是排队
放学都井然有序，没有一个孩子闹情绪抱
怨，为孩子们的勇气与自信点赞！”老师们
很感慨。

不管是站在寒风中等待孩子的家长，
还是在班级群里守候的家长，没有一个抱
怨。老师把孩子们在温暖教室里熟睡的照
片，把孩子们后期居家学习注意事项、线上
学习安排也迅速发到了家长群。

归家途中，小朋友看到社区里还在辛
苦忙碌的工作人员，他们举起可爱的小手，
给工作人员比心表达感谢；大半夜里，家长
们感谢的话燃爆了他们的朋友圈，他们被
老师们精心的安排、医护人员马不停蹄的
辛苦而感动。校长也很感慨：“在这次大考
中，小朋友们很给力，那么晚，没有一个小
朋友闹情绪；家长们也很给力，很多人一直
坚守在寒风中，但没有一句怨言；老师们更
给力，自己的娃都是别人在照顾，一夜不曾
合眼地关注着班里的每一个娃；还有那些
医护人员、志愿者也给力，都是忍住疲惫，
连续作战。”

世间的美好总是彼此传递，相互感染，
正因为有了环环相扣的爱，病毒也不再那
么可怕。

虽然这个冬夜，因为牵挂，我也睡得不
安稳，但我却在这个冬夜，感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温暖。

因为温暖，这一年纠结在我心里的那
些负面情绪，也开始被温暖炙烤融化。

第二天，我愉悦地开车上班。收音机
里的主持人正讲述一个报恩的故事:上世

纪八十年代，中国医疗条件落后，向西方国
家求援，没人搭理，只有意大利政府无偿帮
助中国建立了好几个急救中心，其中包括
最大的重庆市急救中心。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时，意大利
在地震当晚就主动联系中国，愿意提供支
持和帮助，成为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援手的
欧洲国家。

2020年，全球都在遭受新冠病毒的肆
虐，意大利作为欧洲疫情的重灾区，每天暴
增的病例让意大利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几近崩溃。正在绝望时，中国挺身而出，仗
义出手相助，以最快的速度派出医疗专家
和运送大量医疗物资火速驰援意大利。

面对中国的倾情相助，意大利人民感
怀在心，通过多种形式表示感谢。中国驻
意大利使馆官方平台深情地道出缘由：“可
能你忘记了，但我们一直都记着，现在轮到
我们来帮助你。”

主持人满怀激情地讲述着这个关于感
恩的故事，最后主持人评论道:“两个古老之
国，守望相助，展现文明之光，更有互相扶持
的温暖情谊，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听完这个故事，今年以来长久郁结在
心里的烦闷，一直涌动在心里的落寞，变成
了热泪，内心的暖流喷涌而出。

你看，这所有的善意，兜兜转转，都回
到了那些善良的人身上。当年意大利驰援
四川的汶川地震，而这一次第一批驰援意
大利的专家团队就是来自四川的华西医
院，他们都是主动报名主动请缨。

灾难面前最见一个国家的格局和气
度，困难才是人心的试金石。

总结这一年的成长与得失，回想起看
到的这些善良和爱的双向奔赴，心里温暖
如春。

我们或许无法躲避黑暗，但我们可以
选择拥抱光明。再平凡的人，也有足以温
暖别人的力量；再微小的光，也能成为照亮
恰逢黑暗的人生命里的一抹暖阳。我依然
深沉地爱着这个世界，我要坚强地、坚定
地，坚持着自己的善良与美好，不断完善自
己，散发向上的微薄力量，一点点感染身边
的人，改变身边的事。

世间美好环环相扣，善良友爱皆有回声。
向自己道一声：生日快乐！

（作者单位：两江新区教育局）

我父母第一次见面，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中期。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介绍人温
和地对我母亲说：“周同志虽说皮肤黑了点，
个头不高，但为人忠厚老实。”母亲盯了一眼
父亲脖子上那道刺眼的疤痕，皱了皱眉头。
介绍人赶紧低头对她耳语：“那是他参加抗
美援朝时留下的，当时还不到16岁。”

母亲猛地抬头，耳畔仿佛响起了嘹亮的
歌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再
定睛一看，眼前这个男人个头高了许多，皮
肤也白了，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故事是后来小姨讲给我听的。我也
曾好奇地问过母亲，为啥听到抗美援朝几
个字时，就迅速确定了自已的终身大事？

母亲告诉我，她的祖辈出生在兵荒马
乱的年代，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上学读
书。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才能进入学校学
习。母亲说，这一切都是党给她的。她从书
本里了解到那场震惊中外的抗美援朝战争，
对战场上舍生忘死的共产党员十分敬仰。

身边有了英雄，母亲感觉人生有了方
向。她积极参加农业合作社劳动，干着最
苦最重的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母亲因表
现突出，被推选为村干部，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打我记事起，父母一有空就教
我背毛主席诗词。听小姨说，我刚满3岁，
就能熟练背诵“红军不怕远征难……”

父亲作为老兵，退伍不褪色，在生活中
艰苦朴素，对我们兄妹仨要求甚严。小学
三年级期末，我数学考差了，怕回家挨骂，
偷偷将51分改成91。我以为做得天衣无
缝，却被细心的父亲一眼看穿。他生气地
解下我胸前的红领巾，冲我大发雷霆：“小
小年纪就学会弄虚作假，对不起党和国家

对你的培养，你有什么脸面还系红领巾？”
我从没见父亲发过那么大的火。在我

看来，这才多大点事，真是小题大做。那
晚，我躺床上伤心地哭了。

夜晚，父亲坐到我床边，他温和地给我
讲起了抗美援朝战争，讲起了董存瑞、黄继
光、红岩英烈等英雄的故事。他说你知道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英勇向前吗？是对
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不怕苦和累的革命精
神。今天的幸福生活，正是他们用生命和
鲜血换来的。你不是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
人吗？不能光唱高调，要落实到行动。你
现在是学生，先要脚踏实地，努力学习，将
来做一个对党和国家有贡献的人。

做一个对党和国家有贡献的人！父亲
这句话在我的心灵深处从此扎了根，成为
我人生路上的座右铭。我在一天天茁壮成
长，先后当上少先队大队长，校团委学生干
部。两位哥哥高中毕业，主动填报了师范
学院，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上大学后，
我在鲜红党旗的指引下，提交了入党申请
书，成为咱家的第五位共产党员。大学毕
业后，我考取了全国导游证，几年的带团生
涯中，我逐渐意识到，旅游业的发展，对当
地经济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我想起家乡
开州，那里也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却一直养
在深闺人未识。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念头，
回到我的家乡启动本地旅游。

我欲返乡的消息一经传出，一些亲友
好心地劝导我，自古人往高处走，你都已经
在繁华的大都市站稳了脚跟。父母却坚定
地支持我的选择。父亲说，好女儿志在家
乡，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更应以奉献家乡为
己任。

父亲说完这话不久，便因脑溢血突发
离世。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还是那
句：“做一个对党和国家有贡献的人。”那是
一个老兵的家国情怀，也是父亲给予我们
最好的精神遗产。

带着父亲的嘱托，我毅然背起行囊，告
别生活多年的大都市，成为家乡旅游界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由于开州旅游尚未起
步，诸多配套设施不够完善，启动本地旅游
很有难度。为此，我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搜
集整理相关资料，向相关行业的负责人灌
输旅游概念，实地考察线路，培训讲解员，
撰写导游词，并根据多年的旅游从业经验，
精心策划线路。

创业期间，我吃住在办公室，一日三餐
以面条、米线充饥。与大多数同龄女性相
比,我的条件太过艰苦。无数个夜晚，当我

感觉到苦和累的时候，耳畔总会响起父亲
的声音，“做一个对党和国家有贡献的人。”
那声音似一道光，指引着我奋勇向前。

时光飞逝，我在这座小城度过了10余
年的时光。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也从青
年走向中年。这些年来，我个人因为一直
致力于开州旅游业的发展，推广传播开州
旅游文化，被评为“巾帼建功模范”“开州十
大杰出青年”。同时也荣幸当选为区第12
届、13届政协委员、常委。所办旅行社先后
被区旅游局评为“游客满意单位”“旅游工
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一路走来，感慨万千，是我父母和千千
万万的共产党员，用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
激励并感染着我，是党的阳光照亮了我前
进的每一步路。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父亲留给我一句话 周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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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柴油机扩能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内容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xT4qBIj8C2idG0fP
mQBig，提取码：okjd。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崔总，023-
47858067）均可查阅；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
边企业单位及群众；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zgK1zX5zowXBoQ_8L5jkpw，
提取码：p6l9。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
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致电建设单位、环评单位；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重庆市江津区江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江津区先锋镇
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重庆市江津区江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江津区先锋镇
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现向重庆市江津区广大人民
群众进行公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及公众意见表网上公示链接 http://www.cqjj
hxjt.com/index.php?c=show&id=206；查阅纸质
版可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紫荆花园商务大厦1幢3-
1号，公众可于2021年11月24日~2021年12月8日
通过现场递交、发送邮件、邮寄等方式向建设单位联
系人提交公众意见表（联系人：陈茂 18502329458）。

门面出售
重庆雅瑞阁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有负1层至3层商业
用房出售，地址：1、璧泉街道沿河东路南段68号；2、
璧泉街道红宇大道19号；3、璧城街道文星路248号；
4、青杠街道民安街186号。量大从优，价格1600元
每平方至6000元每平方止。有意者面议。联系人
邓先生：13101207106 苏先生：13638335859

公 示
陕西省三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陕西省三和工程
公司）承建重庆工商大学翠湖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所有工程材料款及农民工工资全部结清且无任何
经济纠纷，现登报公示。如有异议在此公示十五日
内与我公司联系，如当事人逾期不报，责任自负。
联系电话：029-86791099、18929059053。
陕西省三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遗失声明：重庆港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法人：周丽）
遗失重庆二郎红星美凯龙商场质量保证金收据5万元
整：编号为SK18081501205414，SK17112300298368，
SK17112300298346，SK1711020023277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裕骏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MA60B0N98D）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1年11月26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洲誉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王西菊、
周莉、肖宇、曹家欢、刘美玲、王爽、张影、曾筝、赵春、
何仁琼、陈倩、罗敏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
仲案字〔2021〕第3785-3796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
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
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
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2年2月
22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1月26日

公 告
关于《石柱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土建

及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工程》项目最后一次拨付
款通知石柱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土建及
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工程由中建鑫宏鼎环境集
团有限公司中标承建。现本工程已竣工验收
并通过审计且已交付业主使用，现该项目质保
期已满，业主已退还质保金。本次是该项目最
后一次付款，为确保项目质量，请与本项目质
量相关的个人及单位，及时向我单位登记。为
确保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及材料款资金到位
落实，请与本项目有关的民工及材料供应商，
按照与我单位的有效对账手续，在2021年12
月15日前联系本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逾期
未登记办理者，按照相关约定执行，特此公告。

中建鑫宏鼎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老师 电话:15320808971

日期：2021年11月25日

比选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2022年春节
会员慰问品比选采购（第二次），估算总投资195万
元，12月31日前供货。请具有相应经营许可资质
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1年12月2日16:00前
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
供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201室拷取采购文件。
联系人：唐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宏锦公司渝D86501营运证500110079130遗失作废。
金元公司渝BS5750营运证500110032237遗失作废。
桂红公司渝D20718营运证500110098917遗失作废。
康通公司渝B5A295营运证500110096627遗失作废。
重庆卓众公司渝D83894营运证500115053959遗失作废。
恒帅公司渝BV6760营运证500110040247遗失作废。
万泽公司渝BQ6177营运证500110007812遗失作废。
永康公司渝BQ5702营运证500110030433遗失作废。

●黔江区陶庆阳养殖家庭农场丢失公章
一枚，编号为5002391027951，声明作废●遗失文运会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2MA5UMCB14G作废●遗失重庆隆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2351009983声明作废●周德峰遗失军官证，证号军字第0262201号，声明作废●田海平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乡字第20150061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新雪豹拓展训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U8H7839）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李杰霖出生医学证明，编号V500076987作废●重庆市铜梁区平滩镇白鹤幼儿园公章5002247064204遗失作废●重庆市铜梁区虎峰镇人民政府公章备案回执923023遗失作废●遗失刘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JY25001170191576作废

工程结算公告
由重庆市万州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璧山区来凤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二、三
标段）项目工程”，于2014年5月30日开工至2015
年1月6日已完工；该项目已于2021年5月进行结
算审计，如该项目还有未支付完毕的民工工资、材
料款、机械租赁费以及其它与本工程相关费用等，
请各位权利人在本公告后十五日内，带齐相关原
始依据与我公司邓庆联系申报，逾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邓庆，电话：023-58124184
重庆市万州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