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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一心为民、永不卷刃的刀锋
□区龙赛医院 潘成文

看到手术刀，大家都很畏惧吧。对我来

说，这把手术刀，一头联系着千千万万个生
命，另一头联系着对红船精神的践行。97年
来，我们共产党人大力弘扬红船精神，用实
际行动铸就了永不卷刃的“精神刀锋”。作
为一名手术医生，我也要用红船精神锻造

一心为民、永不卷刃的刀锋，如此，才能帮
助更多的病人跨越生与死的距离。

锻造一心为民、永不卷刃的刀锋，就要
注入“忠诚”的基因。依水行舟，忠诚为民，
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我刚到医院的

那年，进行胃癌手术，当腹部切口打开的那
一刻，病人心脏突发骤停。我们紧急行心肺
复苏，大概抢救了半个小时，患者还是没有
生命迹象。我们当机立断，行开胸徒手心脏
按压，又抢救了半小时，患者仍然没有生命

迹象。在医学上，如果抢救一小时，患者还

没有恢复生命迹象，就可以宣布死亡了。但

我和麻醉主任仍在坚持，我们不甘心就这
样放弃，坚持坚持再坚持。奇迹终于发生
了，患者心脏恢复了跳动。现在想来，真是
挺后怕的，如果患者意外死亡的话，患者家
属不理解会产生医疗纠纷。但在当时，我们

心无杂念，只想着全力以赴抢救患者的生
命，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一个医生救死扶伤
的使命、一名党员忠诚为民的宗旨。因为我
们是共产党员———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

锻造一心为民、永不卷刃的刀锋，就要
注入“担当”的勇气。从红船起航，我们共产
党的奋斗史，就是一部担当史。我们每名党
员都要把“担当”作为自觉追求。有一次值
晚班，收治了一位女性患者，入院诊断：腹
腔积液。需要做腹腔穿刺明确病情，而患者

家属因担心穿刺损伤肠管拒绝了。我回值
班房躺下后久久不能入睡，医生那份责任
感让我重新回到病房，再次耐心告诉患者
家属穿刺的重要性，患者及家属终于接受
了我的建议。经穿刺为血性，最后考虑宫外

孕腹腔大出血，急诊手术后患者痊愈。要知
道，宫外孕大出血如果不及时处理，那可是
要人命的啊。出于责任和担当，我与患者进

行了有效沟通，挽救了患者生命。那一时

刻，我必须排除这个不利于我的“如果”，而
是确认最利于患者的“可能”，这是一名医
务工作者应有的职业担当。

锻造一心为民、永不卷刃的刀锋，还要
注入“关爱”的情怀。除了经常上演的生死

时速之外，医生和患者之间，更多的是和风
细雨的人文关怀。全世界的医生都奉行特
鲁多的那句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
助，总是去安慰。”这说明，医生的价值不仅
是治愈疾病，更多的是安慰和帮助病人。当

我门诊时，我会让我的每一个病人“享受
VIP”待遇，请他坐下来，耐心听他诉说他的
不适和需求，让他们得到充分的尊重。如此
简单的行为，得到了很多患者的认可和信
任。患者常常看到我时说：“咦，潘医生，好

巧啊，又是你啊，看到你我就踏实了。”就这
样一句简单的评价，让我收获了医生这一
职业满满的自豪感。所以，要减少医患纠
纷，首要的是坚持人民立场，付出你的关
爱。要知道，握着冰冷的手术刀伫立于手术

台前，你的一分关爱、你的一分微笑，能分
散病人的恐惧与痛苦、能增添病人及其家
属的慰藉与信心。

寻觅甬城之花
□澥浦镇余严村 王丽娜

甬城宁波作为中国沿海诸多的港口城

市之一，有着自己独特的城市风景，干净、安
逸，更蕴藏着“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广阔
胸怀。提起“甬城之花”，大家首先想到的肯
定是宁波市的市花———茶花，“茶花一树早
桃红，百朵彤云啸傲中”，但今天，我要带着

大家共同去寻觅的，却是更为难得、更为可
贵的“甬城之花”。

一、科技之花奏响时代乐章
G20杭州峰会开幕式晚会上的绝美舞

蹈《天鹅湖》想必大家都记忆深刻，一群美丽

的芭蕾姑娘轻盈地立于水面之上，翩然起
舞，令全球观众为之惊艳。我想当时的各位
肯定和我一样，一边感叹现代高科技舞台艺
术呈现出来的美感，一边好奇这舞台与水面
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第二天，随着各大媒

体的揭秘和报道，我才知道作为舞台旋转及
升降液压装置的供应商，宁波新宏液压有限
公司，首创专利技术，完美“撑”起了重量和
体积惊人的山水实景大舞台！

“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新者生机也。”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新”一词出现了52
次，习总书记一再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
谋未来。新宏液压有限公司正是因为秉着
“以人为本，创新为魂”的理念，才能登上国

际大舞台。
企业需要创新，我们党员更应具备创新

意识，这是一种工作需要，也是一种社会责
任，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当前，机
遇和挑战并存，作为党员，更应在工作中解

放思想，破除思维禁锢，培养创新的思路、创
新的方法，干出创新的业绩。

二、青春之花坚守时代信念
青春是一朵花，只有奋斗的青春方能

尽显芳华。无数青年正用信念、磨砺、汗

水扎根基层，向新时代奋进。 现任澥浦镇
汇源社区主任的项琼，是个80后，她毕业
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从此，将青春奉献
给了基层。四千多个日日夜夜，她把全部
的热心、爱心和忠心献给了社区，始终奋

斗在基层一线，用自己的脚步丈量民情，
用真心服务群众，用行动消除距离。习总
书记曾说：“青春是用来奋斗的。”青年干
部就应该奋斗在基层，通过自我学习、自

我磨练不断给自己加压，才能在工作上更

接地气，在生活上更接人气。
当下，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考验，

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任，
我们只有不忘初心，始终不渝地保持奋斗精
神，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造新的辉煌。

三、生命之花诠释时代精神
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村的残疾人村

民———钱通元。钱通元身患重残，2017年7
月，他因患胆囊癌去世。临终前，他说，
这么多年来，自己是靠着国家、社会的帮

助生活，也应该做点事情回馈社会。于是，
他选择了捐献遗体这一方式来实现自己的
承诺。那一刻，我不禁反思：一位残疾人，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想着回报社会，
那作为党员的我们，又该如何履行我们的

承诺？回想起入党时，我们面对党旗庄严
宣誓，承诺履行党员义务，除了要有吃苦
耐劳的品格、甘为人梯的精神、海纳百川
的胸襟，更要有乐于奉献的精神，就像习
总书记提出的：一定要心怀忧患、勇于担

当、甘于奉献。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今天，

我们一起寻到了身边“不忘初心，勇于创新”
的科技之花、寻到了“坚定初心，砥砺奋进”
的青春之花、寻到了“秉持初心，甘于奉献”

的生命之花，我想这才是新时代党员新思
路、新风貌、新作为的最好体现，他们才是我
们可爱的“甬城之花”！同志们，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让我们心
中有民不忘本，时代路上再长征，让更多更

美的甬城之花盛开、怒放！

人者心器，成为人民心中“对的人”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顾晓草

2018年的网络上有句流行语：确认过

眼神，你就是对的人。这句话缺少主语和
宾语，我将它补齐作为我党课的主题，主
语，是我们所有的党员同志；宾语，是广
大人民群众。我想问大家 （包括我自己）
两个问题，自成为党员以后，我们和人民

群众确认过眼神吗？我们是否有信心通过
他们的考验，成为人民心目中“对的人”
呢？新时代的长征路不同于爬雪山、过草
地，想要踏踏实实地走好，就要用实际行
动去赢得人民群众理解、信任和支持，努

力成为人民群众心中“对的人”。
不懈奋斗，赢得理解的眼神。“乔木

亭亭倚盖苍，栉风沐雨自担当。”红船精
神昭示我们，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靠的
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从我进入城市管

理这个大家庭开始，身边就有这么一群

人，踏实肯干是他们的人生标签，加班加
点是他们的人生常态，他们时刻在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诠释奋斗的涵义，招宝山中队
分队长汪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
名军转干部，他把一名军人的坚毅、勇敢

和勤勉带到了城市管理的岗位上，几乎每
项重大行动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每年的
加班时间更是达到了50天以上。2015年杜
鹃台风来袭，余姚等地深受雨水灾害时，
汪鹏第一个站出来捐款捐物，并要求赶赴

灾区抢险。于是，泥泞崎岖的山路上、深
浅难测的积水区、救人帮扶的第一线都留
下了他的背影。当他回来时,同事几乎认
不出他，只有那黝黑消瘦的脸庞和手臂上
大大小小的伤口诉说着当时的艰辛和不

易。正是这种勇挑重担、勤奋不懈的精
神，使汪鹏在2017年被评为浙江省优秀执
法队员。

变革创新，赢得信任的眼神。鲁迅说：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彰显了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无论何时，创新是
一个国家不灭的灵魂。不少人有一种偏
见，觉得我们的工作只是简单的取缔执
法，没有技术含量。犹记得当时取证“三

改一拆”违章建筑，为解决困难和阻力，
我局在全市率先配备无人机航拍取证执法
设备，使用航拍仪拍照取证，构建了“地
面巡查、空中监控”的全视角巡查，让违
章搭建、垃圾死角、绿化“盲点”等城市

乱象无处遁形。平凡的工作中，我们不断

创新，提升执法公平公正，向人民交出了
一份“执法为民”的成绩单。

无私奉献，赢得支持的眼神。在庄市中
队的陈列室，有一双特殊的鞋。这双鞋原来
的主人孙仕良，曾穿着它踏遍辖区的每一

寸土地，最后在去年的防台工作中，它泡水
时间太长，鞋底脱落，光荣地完成了使命。
曾有人打趣城管执法队员，说要想辨别一
个人是不是城管，先看看他脚上的鞋，是不
是穿一周就旧得不像样，是不是整日沾满

工地、菜场、马路上的灰土。是啊，不论寒冬
酷暑，我们局的基层执法队员每天必须做
到“三到”———腿到、眼到、心到。每一天，执
法队员们都用双脚丈量着镇海的每一寸土
地；每一双破烂的鞋，都是我们城管人大写

的“奉献”！听听我们的最美城管人———屠
世玮是怎么说的吧，他说：“工作没做好，回
家睡觉都不踏实，但选择了这个职业也就
意味着选择了汗水和奉献。”

新时代催生新使命，新思想引领新征

程。红船精神所承载的首创精神、奋斗精
神、奉献精神，始终是引领我们实现伟大梦
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
大事业的精神航标。我们广大党员同志需
要深刻领会“红船”精神，培育“红色”内涵，

不断奋斗，时刻创新，无私奉献，一心为民，
让人民注视我们的目光中满含理解、信任、
支持，这样，我们才能在人民面前骄傲地
说：确认过眼神，我们就是新时代长征路上
“对的人”！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筑梦扬帆
□驼骆街道金华社区 林琳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这一目标，对我们来说，这是一
条新时代的长征路，在这条航线上，我们每
个党员就像是一条小船，那么怎么开好这
条小船，在事业上筑梦扬帆呢？

筑梦扬帆，我将以理想为舵桨，把握航
行的方向。大学时，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女
兵，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在军营里，服从
是军人的天职。到了社区，却发现情况和
军队大不相同。最开始做社工的时候，有
一位居民在小区绿化带里种菜，多次劝导

无效。这位居民年龄较大，患有高血压，
我们担心她一激动之下身体不适，于是想
了一个好办法。在一次志愿活动中，我们
拍下她的照片，并以榜样的身份登到宣传
栏上，作为正能量的表率大力表扬。在她

为此高兴的时候提出拔掉菜恢复绿地，终

于获得了她的支持。事后她还帮着我们劝
导其他居民呢。从当兵服务国家到社区工
作服务居民，我更加懂得要用真情真心，
更要有技巧去服务居民，变化的是工作方
式，不变的是一颗群众至上的赤诚之心。

筑梦扬帆，我将以担当为船身，搭载实
干的货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担当大
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
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作为一名社
区书记，担当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一份使

命。我们社区大多是女社工，面对困难重
重的拆迁工作，经常因为性别受到为难。
有一次，我碰到一名群众，态度十分凶
悍，在我们几个年轻女社工面前咄咄逼
人，我们几个社工心里都有点怕怕的，产

生了畏难情绪。这时的我想到自己曾经是
一名军人，勇敢和担当是军人必须有的品
质，再大的困难军人也必须面对。于是我
就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不仅压住了他的
嚣张气焰，也鼓舞了我们社工的士气。同

时，我们几个社工也抓住机会，耐心细致
地做政策解释，以柔化刚，最终解决了他
的问题。这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做好群
众工作、促进和谐社区，是每个社工的担

当，更是我的担当！

筑梦扬帆，我将以奋斗为引擎，持之
以恒地向目标奔驰。骆驼街道棚户区改造
项目户数多、时间紧，可以说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为此，我们全体拆迁工作人员开
启了“白+黑”“5+2”模式，在走访中掌

握拆迁居民的思想动态，理清每户家庭的
基本情况，帮助他们解决难题、促成签
约，签下一户是一户、攻破一户少一户。
一天，我那尚且年幼的女儿说：“妈妈，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和你吃饭了。”我才发

现，忙碌的工作让我很久没有陪家人吃饭
了。每当加班加点后回家看着熟睡的女
儿，我的心里都充满了愧疚。但是转念一
想，虽然少了很多时间陪伴女儿，可我的
每一滴付出、每一点奉献都服务了群众，

促进了新城的建设与发展。我深知，只有
服务好大家才能成全小家，我也坚信这一
切都是值得的！

最后，我想用一首小诗来结束今天的
党课：如果你是一缕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

片黑暗？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
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粒粮食，你是否哺育
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
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理想信念———
长征路上不灭的引航灯

□区民政局 殷海珠
在镇海龙洋路的尽头，有一座周围百

姓眼中“安静而神秘的院子”，院里的老干
部们带着全国各地的口音，年纪都很大，
但精神矍铄，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凡的历
经历，这里，就是镇海军队离退休干部休
养所。我在所里当了一年的党支部书记。

翻开支部名册你会发现，30位军休干部个
个都是党员，他们为党和人民浴血战斗的
一生便是红船精神的写照。今天的党课，
我想先给大家讲讲军休老干部们参军入党
的故事。

现年85岁的高明义，儿时在山西老家参
军，他在100多人的连队只剩下两名战友的
战役中活了下来，也在一个晚上被打得只剩
下7个人的战斗中活了下来。上世纪50年代
初，他入疆参与平定土匪乌斯满叛乱，靠着

两条腿，行走大漠，走到嘉峪关，战士们都流
泪了，因为回头望，家乡隔得太远，谁都不知
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见到父母。这场剿匪
战，不断有人牺牲。从北疆打到南疆，高明义
越战越勇。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他就被光

荣地吸收为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培养出
来的，我应该走在百姓前面去开辟山河。”
这，是他的理想。

现年86岁的李品述出生在四川一个山
沟沟里，17岁那年乡里来了两名解放军宣讲

员，当天下午，他就拿着介绍信徒步130里去
参了军。在一次战斗，他作为三炮手，背着1
个行军包、4个手榴弹和8个炮弹，在眼看着
二炮手牺牲后，一个人扛起炮筒继续战斗，
全身100多斤的负重让他不慎在奔跑中摔

伤，但他没有因此停下脚步，忍着痛继续参
与一场场战斗，拄着拐参加国家工程建设，
哪里需要就到哪里。最终，因未全面治疗，他
的一条腿被截肢。李品述在参军的第四年入
党，他说：“那个时候，我是部队里最年轻的

党员，我至今感到相当自豪。”他至今还能说
出整个入党流程和入党介绍人的名字。“一
条腿也能当好兵，做革命的一块砖，为共产
主义事业奋斗。”这，是他的信念。

在炮火纷飞的战场、在溪水潺潺的“干

青学校”、在巍峨绵延的大山入党的故事，要

讲完，可能需要三天。你去干休所看，93岁的
王友贤年年捐出自己和老伴的高龄津贴，92
岁的林治国还在继续创作歌颂党和新时代
的诗篇，67岁的归煜林登记了全身遗体捐
献。你去干休所看，每个清晨和黄昏，阅览室

里还有老人们的身影，他们在看党报和解放
军报，做着摘记，每个月的2日，他们还要开
展一次集中学习，转3辆公交车来的、刚出院
的、拄着拐的，除非卧病在床，其他人一个都
不会拉下。你去干休所，你还要记得随身携

带一本党章，老同志们对党章可都烂熟于
心，党章是他们眼里一名老党员照章办事的
第一参照本，我当支部书记时，办公室抽屉
里、包里、车里到处都得藏着党章，因为他们
随时会问你，你若答不出，他们会觉得你这

个书记当得不行，你若答好了，他们就特别
喜欢你。

革命时期甘洒热血，建设时期忘我奋
斗，到如今耄耋之年，他们依然想要献出力
量，为党、为国、为人民。当年南湖上的红船，

载着前辈们坚毅的理想驶入这个崭新的时
代，接过交接棒，新长征路上的我们，是否能
延续着老一辈党员对入党的神圣感，对党的
事业的忠诚感，对人民群众的关爱，对祖国
的骄傲，初心不改，牢记誓言，掌好船舵，再

辟山河。我想，我们每一位党员和努力入党
的人的心中，一定都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