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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干部董琳读 《黄文秀脱贫日记》：

驻村扶贫让人生更有意义
本报记者 王卉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广

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

村原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在

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一个人

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

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

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

家、为民族、为社会作出贡

献。读了《黄文秀脱贫日记》

的董琳，对书中的这句话有

着深刻的体会与赞同。

董琳是我市金台区教

体局教研室的一名音乐教研

员，是学科带头人，也是教学

能手。2018 年 6 月，她主动

请缨，前往单位帮扶的硖石

镇高家湾村，开展驻村扶贫

工作。“一进村，我就感到这

里与想象的不一样……”回

忆起刚驻村开始工作的那段

日子，董琳至今记忆犹新。高

家湾村有 152 户 545 名贫困

人口，算得上是贫困大村，董

琳意识到这里的脱贫责任重

大。面对扶贫新工作，董琳迅

速转换角色，既然驻村了就

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里的工

作中。她克服着生活上的各

种不便，一面积极学习脱贫

攻坚各项政策，争做政策上

的“明白人”，一面勤走多看，

深入村民家中调查摸底，很

快就掌握了村里的情况。

村民贾小红丈夫重病、

两个孩子年幼，一家人日子

过得很是艰难。董琳得知后，

主动登门找贾小红谈心，鼓

励她、开导她，不仅帮她找了

份工作增加收入，还想办法

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难题。董

琳时时处处为贫困户着想，

受她帮助的村民也心怀感

激、努力拼搏，逐渐闯出了一

片新天地，贾小红被区上评

为第四届道德模范，冯宝明

成了养猪大户……看到他们

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董琳

也荣获了市“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称号，她觉得自己两年

多的驻村工作没有白干。

2月 25日上午，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董琳守

在电脑前观看着直播，当听到

“黄文秀”名字的那一刻，她落

泪了。办公桌上那本《黄文秀

脱贫日记》不知被她读过多少

遍，多少个深夜、多少个午后，

她被另一位年轻女干部的担

当和作为感动着、鼓舞着。“只

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

这是黄文秀写在日记里的一

句话，董琳说，这也是每个扶

贫干部的共同心声。

编者按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续写“春天的故
事”，“半边天”从未缺席。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张桂梅、黄文
秀，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传递中国声音的使者傅莹……
她们在不同岗位默默付出、无私奉献，干出了一番作为，
也展现出了当代巾帼的最美风采。
  在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来临之际，

我们就从四位女读者阅读她们励志故事的点滴记录中，
一同感受这深深的鼓舞与力量吧—— 

乡村小学教师李晓霞读张桂梅 《希望之光》：

无私奉献写崇高
本报记者 段序培

法学博士王红梅读 《看世界》：

以责任心明确人生追求
本报记者 段序培

熟悉王红梅的人，对她

充满敬佩：工作中，她刻苦

钻研，是宝鸡文理学院学术

带头人，著作《艾思奇与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一书，对全面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和大众化提出了独到见

解，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

较高的学术价值；生活中，

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在她的

悉心教导下，大儿子考上了

名牌大学，小儿子可爱懂事。

人们羡慕王红梅在家庭和工

作间游刃有余地轻松切换，

而这位事业有成的独立女性

却感慨，其中的艰辛和努力

只有自己知道。

因为专业原因，王红梅

在手机和电脑上曾多次聆听

过傅莹的外交发言和演讲，

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她对傅

莹充满了欣赏和钦佩。她说：

“傅莹的《看世界》是让我支

撑着走过艰辛日子的‘精神

食粮’。”女大使傅莹的《看世

界》一书中，收录了她外交演

讲的许多内容，对许多热点

问题都作了深入剖析，她逻

辑清晰、问题意识突出，充满

政治智慧，让王红梅看到一

名女性丰富的人生阅历、深

邃的思考能力，以及在处理

外交事务时所展现出的柔美

刚强、勇敢智慧和特有的人

格魅力。

读傅莹的书，了解她的

人生，走进她的思想，王红

梅深深地意识到“一个人或

许可以一辈子不从事专门

的政治工作，但是一个人永

远不能没有政治头脑”这句

话的深刻含义。在王红梅看

来，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认为

政治离自己很遥远，与自己

生活并不相关，但是在经济

全球化和社会高速发展的

今天，全人类已然成为一个

命运共同体，每个人的生活

不可避免地都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问题。王红梅表示，

当代女性承担着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更为重要的社会

职责，扮演着更多的社会角

色，因此，她以傅莹为榜样，

自强自立，培养良好的职业

素养，关注社会发展，关心

国家大事，也以强烈的责任

心开阔自己的视野与心胸，

明确自己的人生追求。

相信理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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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一步》
作者 ：[ 美 ] 谢丽尔·桑德伯格
出版 ：中信出版社

本书是继《凭海临风》之后，著名媒体人
杨澜女士 20 多年来，个人创作的全新散文作
品集。书中，杨澜以“大女生”的视角，讲述她
的婚姻、她的儿女、她的家庭、她理解的幸福
力 ；同时也借着电视高端访谈节目《杨澜访
谈录》开播 15 周年之际，首度分享了自己采
访 800 多个世界各地各界人士所总结出来
的“澜”式说话之道，以及参加三次北京申奥
真实的心路感受。

《世界很大 幸好有你》
作者 ：杨澜
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作者笔下塑造的四个“了不起的小妇
人”，她们勇敢追求幸福平等、独立自强、为
梦想奋斗，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150 多
年来，这部讲述马奇家四姐妹在美国南北
战争期间的成长故事，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读
者，成就了这部与《傲慢与偏见》齐名的女
性经典，更成为塑造无数女性精神的枕边指
南。拥有庞大读者群的它，同样成为影视界
的宠儿，近 100 年来被改编数十次，留下数
个经典版本。

《小妇人》
作者 ：[ 美 ]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出版 ：译林出版社

理想国选书
之妇女节专辑

作者在书中深刻地剖析了男女不平
等现象的根本原因，解开了女性成功的密
码。她认为，女性之所以没有勇气跻身领
导层，不敢放开脚步追求自己的梦想，多
是出于内在的恐惧与不自信。她在书中鼓
励所有女性，要大胆地“往桌前坐”，主动
参与对话与讨论，说出自己的想法。同时，
她还为女性提出了“成功密码”，激励女性
勇于接受挑战，满怀热情地追求自己的人
生目标。

        （王卉整理）

书卷铺就巾帼梦

工作在重症监护室的

毛佩，每天都与险情相伴，

高负荷、高强度的工作，让

她常感到“电量不足”，所以

在休息的日子，她常把自己

沉浸在书中，捕获生活中丰

富多彩的感应“信号”，给自

己“充充电”。

毛佩读书的习惯缘于枯

燥的大学生活。作为一名医学

生，她每天都有砖头般厚的课

本等着背，在教室、图书馆、自

习室，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她

的身影。即便工作后，这个习

惯还是被她保持了下来。“我

最近又在看《我心归处是敦

煌》，它讲的是‘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坚守大漠的事迹，很感

人……”而此时，坐在书店的

毛佩表示，自己已经不是第一

次读这本书了，她说：“樊锦

诗最初的梦想是当医生，而我

为了学医，在填报高考志愿

时，只选了医科类院校，就是

希望将来有一天能服务社会，

让生病的人少些痛苦。”

毛佩的愿望实现了，但

现实跟她想象的还有很大的

差距。重症监护室的护理工

作琐碎而又繁杂，毛佩刚工

作那会儿，每天的精神都高

度紧张，她不停地要为患者

吸痰、用药、监护生命体征、

做治疗，帮其翻身活动、进

食、收拾大小便……12 个小

时的工作时间里，她甚至没

有坐下休息的机会，若遇到

急救，还得连轴转。这样的工

作状态让毛佩很有压力，她

思考着自己的未来，也正是

此时，她读到了樊锦诗的故

事，并从中感受到了一股力

量。“樊锦诗当年在敦煌也很

艰苦，一天只有两顿饭，每天

进入悬崖上的洞窟做研究，

得爬摇摇晃晃的蜈蚣梯。樊

锦诗也想过要离开敦煌，但

她坚持下来了，守护了敦煌

莫高窟 50 多年。”樊锦诗的

故事，毛佩读得很认真，她

说：“樊锦诗尽职尽责的工

作和甘于奉献的精神，给我

很大的鼓励，尤其是让我坚

定了自己的初心。”

此后的工作中，毛佩处

处留心、不断向前辈学习，就

在去年全院进行的护理PPT

讲课中，她与科室同事合作

而成的《ICU 保护性约束》，

获得了全院第一名的好成

绩。而她也顺利通过了全国

护理师考试，成为一名真正

的护理师。

在书中有这样一件事，

让毛佩每每读到此处都会

反复再三。樊锦诗的父亲因

心疼女儿，曾写过一封长信

恳请领导不要将她分配到

甘肃，可这信却被樊锦诗留

下了，她认为自己既然接受

了国家的分配，就不能出尔

反尔。毛佩对自己也说道 ：

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

尽职尽责做好它。

看到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上，张桂梅坐着

轮椅接受表彰，屏幕前的乡

村小学教师李晓霞热泪盈

眶。张桂梅的先进事迹，让

坚守在农村小讲台 23 年的

李晓霞感触颇深。

李晓霞对张桂梅的了

解，来自于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希望之光——时代楷模

张桂梅的故事》这本书。她

从书中了解到张桂梅这位

普通的人民教师、这个身患

绝症的柔弱女性，扎根教育

一线 40 余年来，如何用爱

点亮大山女孩的希望之光，

如何谱写出一曲感人至深

的奉献之歌。李晓霞说：“这

本书讲了张桂梅老师 70 多

个故事，作为校长她让 1800

多名大山女孩考入了大学，

作为 130 多个孤儿的‘院长

妈妈’，她对自己近乎‘抠

门’地把工资、奖金捐出来，

用在教学和学生身上，她把

母亲般的慈爱全部奉献给

学生和孤儿。即便在身患重

症之时，依旧‘克扣’着自己

的救命钱……”

在“邂逅”张桂梅之后，

李晓霞用张桂梅的事迹不

断鞭策自己。李晓霞是 1998

年从凤翔师范毕业的，毕业

后她走上了教师岗位，千阳

县水沟镇中心小学、新中小

学、辛家沟小学、三泉小学

的讲台上，都留下过她的足

迹。乡村教师的缺乏，使得

李晓霞成了一名“多面手”。

23 年来，她先后教过小学语

文、数学、品德等学科，并一

直担任着班主任。为了提高

自己的知识素养和教学技

能，她埋头苦读，相继取得

了大专、大本学历。当她满

腔热情地“耕耘”在讲台之

时，她的一颗赤诚之心，也播

下了爱的种子。一个个求知

的小脑袋，在她循循善诱的

讲授中装满了知识；一株株

弱小的幼苗，在她的精心培

育下长成了参天大树。孩子

们一点小小的进步，家长们

一句发自肺腑的道谢，都令

她无比欣慰。

“这些年，我把学生视

为自己的孩子，倾注爱心，

尽心教育，热心帮助 ；但在

工作中，仍有许多地方需要

向张桂梅老师学习。”李晓

霞说，“在今后的执教生涯

里，我要以她为榜样，为学

生、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

全部力量。”

市中心医院 ICU 护士毛佩读《我心归处是敦煌》：

既然选择，就尽职尽责做好它
本报记者 王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