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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鸭》绿色的邮政
□马智勇

“外面风大雨也大我都不害怕。虽然本领不算大，我也要
闯一下。奔跑姿势很优雅，跌倒继续爬。”稚嫩的童声所唱出
的《加油鸭》，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嘎、嘎……”摇摇摆摆迈过年的分界线，抬头望望，呈现
在眼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揩着额头的汗水回望走过的路，
有欣慰、有感慨。年初的疫情犹如阴霾般笼罩下来，随之大家
都冬眠般蛰伏起来。但大家心中依然有一个必胜的信念，那
就是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

沐浴着 2021 年的阳光，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慨！尽管已
是数九寒天，但大家心中都燃烧着火一样的热情，并且蕴藏着
一个信念——来年一定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绿色的邮政、绿色的希望。绿色是兴旺之色、绿色是生机
之色。翻过来年，姹紫嫣红的春天，将在春风春雨的护送下，

悄然而至，我们将一粒种子埋在地下，精心呵护，“保险开门
红”“新邮首发日”，就像探出的淡黄小芽，顽强向上伸展。夏
天，烈日炎炎，我们挥汗如雨、锄草施肥，在汗水的滋润下，种
下的希望拔节生长，“服务‘三农’”“投递高考录取通知书”，
那郁郁葱葱的新绿，喜人地映入眼帘。秋天，在一片丰收的景
象中，收获喜悦与欣慰，在瓜果飘香中，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

“寄递农特产品”“扶农助农”，绿色更加深邃绵长。冬天，白
雪茫茫，寂静无声中积蓄力量，“旺季生产”“报刊大收订”，拂
开冰雪，绿色依然潜滋暗长、蓬勃依然。

“传邮万里，国脉所系。”古老的华夏大地因为有了这绿
色的、跳动不息的脉搏而生机盎然。无论是塞北的蒙古包，还
是傣家的竹楼；无论是陕北的窑洞，还是客家的土楼，处处有
绿色的身影，悦人情怀，爱如涌泉。

新年的钟声悠扬响起，徜徉在和煦的阳光里，站在相同的
起点，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理想奋力拼搏。迈着坚实的步伐，向

着目标不断前进。“嘎、嘎……”枫叶状的脚印坚实地留在了
身后一串串。

新一年，我们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迎来“十四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构筑邮政改革发展的“四梁八柱”战略框架，
以此夯实绿色邮政的发展基础，以实际行动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加快打造成为行业“国家队”的步伐。

绿色的邮车，疾驰在邮路上，传递希冀与思念；绿色的邮
筒，矗立在马路旁，放飞梦想与希望；身穿绿衣的邮政人，不畏
辛苦，栉风沐雨将思念与慰藉两头串联。

2021 年属于我们，快乐和幸福需要我们创造。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只有通过奋斗，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
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每一项工作，才能在奋斗中不断增强
成就感、尊严感、自豪感，在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感受幸福。

“嘎、嘎……”目标就在前方，我们向着目标，勇往直前。
新年新气象，只有加油干，才能不负韶华、不负春光。

“奥利给”  牛年
□王永青

遥想当年，东坡居士发出“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感喟时，
正和现在的我年纪相仿。牛年将到，喊出“奥利给”这铿锵
有力的三个字，权当为人到中年，为似乎风平浪静实则暗礁
险藏的生活注入一份跳跃的动力。

“奥利给”，“给力噢”的倒读，意含赞美、加油打气。说
得最多用得最普遍的莫过于那些大人眼中的孩子，尤其“00
后”。从年龄上来说，一部分“00 后”已过了 18 岁，可他们
言谈举止中总喜爱带那么几分不谙世事的年少轻狂和天真
乐观的自信爆棚。我这个“80 后”也想趁着这股冲劲，忽略
年龄的界限，像他们一样给牛年的自己打打气。

时间逃去如飞，世界千门万户，想停下脚步开个小差，
它却不等你。活好当下，不为过去伤怀，为可期望的明天
描绘一幅美丽的画图，精彩走每一天的路，这是我前行的

信念。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是一种融入灵魂的信仰。不
希望被生活裹挟而前，就要真的努力拿出全部劲头，而不
仅是作秀，这样才能问心无愧地说我在过日子，而不是我
被日子过。

步入牛年，我参加工作已十年有余，与领导同事相处
融洽，经历多个岗位磨炼，获得荣誉若干，虽说平淡无奇、
按部就班，但看似简单的日常工作却肩负着不尽的责任与
使命。人生风雨何其多，谁不是跌跌撞撞在成长，当风雨
侵袭的危机四伏逐一化解、云开雾散之时，那种发自肺腑
的喜悦更让人回味。

现实愈艰难，成功走过才愈显难能可贵。得到愈不易，
拥有之时才加倍珍惜。我每日工作的办公室终年不见阳光，
某个周末下午，加班累了想休息一下，推门而出，迎面撞上走
廊尽头映在地板上的阳光，心里一热，觉得好美。一个热爱
生活祈盼美好的人仅有发现美的眼睛还不够，更要永葆一颗

感受美的淳朴心灵。
如果你观察过浓荫下透射的阳光，就会发现虽然层层叠

叠的树叶遮挡了大部分的阳光，但路人抬头仰望，依然能够
清晰感受到缝隙之间透出的光芒。树叶遮挡不住阳光，就像
阴霾不可能占满人的思想和精神。对美好的渴望，就像点点
碎碎的阳光，它们不仅一直存在，且永远不会消逝。关键在
于你肯不肯用心、用力去争取。

展望牛年，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仿佛给白开水似的日子加
了热。生活开启带娃、照顾老人模式，不免一地鸡毛、蛙声一
片，但不如少些感慨，多些少年豪气，逆风飞翔，好好享受人
生这段体验。

千年前的文人“过年惟望得书归”，对今天来说信息触
手可及。社会的进步给未来无限遐想空间，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从未停止。只因跃动的那颗心年轻而充满活力，不愿服输，
更不愿放弃。奥利给，牛年！

怀抱着期待、梦想和爱，达观地生活
□何素玲

寒冷的周末，到学校参加儿子的成年礼。看他在人群中
与同学欢快交谈，激昂宣誓，心中很是感慨。

儿子两岁时摇头晃脑背古诗的样子历历在目。他上小
学一年级，我送他到学校门口，与他相拥作别，看他小小的身
躯背着沉沉的书包奔向教室，消失在视线里。他 8 岁，我带
他到香港游玩，临行前，他说：“上次你自己外出，一回来就病
了，这次我要好好照顾你。”他 15 岁，带着微微的兴奋奔赴
人生的第一个战场，考上了心仪的高中。如今，他已踏入成
人的门槛，还有半年，就要面临高考这个一生中最大的考验。

想来真是流年似水、岁月如驰。从我的 18 岁，到他的
18 岁，仿佛一眨眼的事情。二十余年如一梦，日子像穿堂而
过的风。“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你徒然看着岁月流逝，
不能挽留，不能追逐。而一年的光阴，又何其短暂。

2020 年，疫情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从春节期间的人人
自危，到众志成城共战疫，多少人逆行而上，甚至献出生命。
这场艰巨的阻击战让我想起《诗经》中的句子：“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那段时间，一位同事为落实防疫物资、支撑投递

一线废寝忘食，没有一刻停歇。他说，永远忘不了当年在部
队，秋季实弹射击现场出现险情时，与其他战友生死与共的
那份深情。如今疫情当前，他仍然愿意与投递一线的兄弟同
赴战场。

一天，与家人漫步郊外。收割后的稻田，浩荡的风，天空
蔚蓝，白云飘荡，让人觉得，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多么幸福
的事情。

这一年，还因乡下祖屋改建，几度陪父母回乡。一次次在
田野里流连，感受乡村的宁静和野趣。离开乡下时，我年纪尚
小，不曾领略乡村美。如今信步游走，入目处皆是池塘、菜地、
河流、远山。真羡慕还留在那里的人，开门见山，安闲度日。

岁末，一位亦师亦友的领导退二线，心中很是不舍。
她的勤奋好学、正派与自律，一直深深感染着我们。共事
的日子里，她给予我们鼓励、包容和无尽的关爱，天下没有
不散的筵席，却有不尽的情谊。或许，有的人出现，只是陪
我们走一程，看我们成长。但愿自己能把生命中的每一段
路程、每一位旅伴，都当成人生中的一课，不断领悟，内心
丰盈，纯粹坚定。

这一年，仍然是忙于杂务，不曾读上几本好书。明代诗

人于谦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
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虽然工作忙碌、生活充实，但缺
少书香的日子，到底是内心荒芜的。

不经意间，似水“牛”年又如约而至。新的一年里，告诫
自己要保持心境的宁静。世界喧嚣，人心浮躁，如果一年到
头，只是埋首于人生的杂务，不再有兴致欣赏沿途的风光、聆
听内心的音乐，岂不辜负了人生这一趟美好的旅行？

也许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是历经风雨后的云淡风轻。没
有努力，没有付出，没有汗水和泪水的浸泡，所谓的岁月静
好，无非是平淡如水。新的一年里，希望儿子以牛的精神、马
的冲劲，披荆斩棘，一路向前，考上理想的高校。希望自己把
事做好，把心放静，用最好的状态，去奔赴每一个明天；在繁
忙的工作之外，有自己的闲情逸致，访山水、品清茗、读好书。

以往从指间溜走的时光，总想在新的一年追回来；以往
无暇翻开的书，总想在新的一年抽空读完；以往工作生活中
的不尽人意，但愿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变成惊喜。

“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唯有珍惜眼前的一切，
对美好的事物体察入微，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新的一
年里，希望自己心如皎月，怀抱着期待、梦想和爱，达观地生活。

诚心诚意去漂泊
□宋扬

时光如白驹过隙，倏忽间，又是新春换旧年。站在年的门口回
首，那些人、那些事，让人感慨万端。

昨天，家族微信群里，侄儿发出报喜信息，添了新丁。一个月前，
侄儿的爷爷——我的伯父撒手人间。伯父当年精神矍铄，有一把好
手劲，我们几个不服气的晚辈常被他捏得嗷嗷叫。伯父的生命终结
于一次意外事故，他没能看到重孙的诞生。

万众期待又一年
□张焯

当我们与 2020 年挥手告别时，心中都五味杂陈。这是
怎样魔幻的一年啊！

一开始，我们只是在庚子年的宿命论里稍稍有些不安。
然后，十四亿人共享了前所未有的漫长春节假期，而每次醒
来都会发现假期在变长。防护服、N95、测温枪、熟悉而又陌
生的 ICU 抢救现场、吵翻了的朋友圈；然后是十四亿人毫不
犹豫地在世界不解、惊讶的目光中自我隔离；然后是全国人
民一起监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造，全世界华人一起往国
内寄口罩，中国人以特有的自律、担当奋勇向前，快速赢下了
抗疫的第一回合……

抗疫、复工复产、停航、制裁……2020 年的艰难让世界
猝不及防，它教会我们很多东西。什么是大国实力，什么是
中西差异，什么是新时代……诸多原本对普通人遥不可及的
冲突，一下子冲进了平凡人的生活。在危机中全力应对的我
们，看到了世界的更多面，也更加认识了自己。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2021 年是真的让人期待，站在新年的开端，我们就已感

受到了那奔腾而来的牛气。
各国研制的新冠肺炎疫苗已经在万众瞩目之中开始大

规模接种，也许人类从此要彻底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也许
最终我们要学会与各种病毒共舞，但即使是善变、凶险的新
冠病毒也不能让我们臣服。

嫦娥五号登陆月球背面带回的“月土”，不仅证明了中
国的科技实力，对其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更让人期待。是否能
种桂花树和胡萝卜，是否有神奇元素，能否揭开宇宙更多的
秘密。诸多好奇让人无限期待。

从全民网购到人人拍短视频，在信息技术的大浪推动
下，互联网直播、小视频风头无限之后，还会有哪些创业神
话。一想到正在开足马力建设的 5G 网络和物联网技术，就
感到信息时代的大风在耳旁呼呼作响，怎能让人不想搭个顺
风车呢？

新年严寒里的北京街头，行人寥寥，除了核酸检测点的
临时帐篷，便是身穿各色制服的快递小哥。从外卖到海淘，

“小蜜蜂”的运递能力和吃苦能力一样，一次次刷新人们的预
期。人们不禁会问：中国快递量 800 亿件是顶点还是路边一
闪而过的风景。以快递业为代表的中国物流业正在欣欣向

荣，这强大的国内循环在新一年里和国际循环如何共舞，又
会怎么影响企业的沉浮和百姓的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
连着人们的钱包，怎能不被关注。

说到钱包，你还记得自己的钱包放哪儿了吗？你最后一
次用纸币是什么时候？牛年还要不要预备红包，还是直接在
朋友圈里发？作为骄傲的中国人，连坐高铁都可以刷脸了，
电子化的票证还能带来多少便利？刚刚成为新一轮热点的
数字货币又会如何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这个时代，太多太多前人不敢想、想不到的事情在我们
身边掠过，寻呼机、大哥大、学习机等等这些曾经令人称奇的
工业化产物来去匆匆。回望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发生实质性
飞跃的时期并不多，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幸运和使命。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极速前进的时代，
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坚守的又是什么，每
个人都需要花点儿时间来想想，每个企业、每个国家都需要
静下来斟酌。

牛年近在咫尺，我们都知道又有无数的意外和惊讶等在
前方，而那些难得的机遇和时代的召唤也隐隐露出了身形。
撑过了 2020 年的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一起大步向前吧！

突然地逝去与静静地新生，微信群的氛围混杂了悲戚与
喜悦。我想起宗璞《紫藤萝瀑布》里的那句话——“生命的
长河是无止境的。”我们能做的，大概也只能像宗璞一样，让时
光渐渐消解失去的悲哀，然后，以期待的目光迎接新的到来。

几兄弟中，我年龄稍小，几个堂哥嫂打趣我，说这日子过
得真快啊，仿佛我还是当年那个天天滚铁环、玩泥巴的弟娃儿，
一下子就“升了级，当了爷爷”。我陡然体会到别人口中说的“人
到中年”四个字的重量。在家，父母已老，子未成年；在单位，上
有领导，下带新人，中年人的肩上扛着一副卸不下的重担。

岳父病逝后，我们把岳母接到城里住过一段时间。嫌
弃城里住不惯，岳母坚持回了乡下老宅。这一次，老毛病又

找上了她，且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手术不算大，但动
刀的事总是让人揪心。上周三动手术，我和妻愣是拖到周六
才抽出空赶回老家。岳母躺在病床上，“回来啦，看把你们累
得……”她微笑看着我们。我们的泪禁不住往外冒——岳
母理解我们请假不容易，她的宽慰，却让我们更愧疚不安。

一头是繁忙的工作，一头是病床上的岳母。这一年，在
疫情前，多少人陷入了与我们同样的两难！还记得那个登上
去武汉的救护车，隔着玻璃朝儿子挥手的护士；还记得那位
在高铁餐车上打盹儿，不久后投入一线战斗的八旬老汉。

这一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进行文学创作，并陆续
在媒体上发表。我以投递员为素材创作的小诗《逆行的背影》

发表于《中国邮政报》。真实生活的记录，让人们看到一位普
通邮政员工在自己岗位上的抗疫行动。

在年的门口回首，一些亲人，一些往事，一份责任，一种
情怀让人牵挂感怀。未来正在来的路上，畅想 2021 年，愿岳
母不再承受伤病的折磨，愿家族的新生命茁壮成长，愿自己
在文学创作的路上再有些进步，愿大家一切安好……

办公室外，银杏树早已只剩光秃秃的枝干。但我知道，
三月的春风还会唤醒它们。无论悲戚或喜悦，时光总要带我
们跨过年的门口。生命的长河无止境。史铁生说，人生是一
条河，一次次相信，船不是目的，河不是目的，目的是诚心诚
意尽心尽力地漂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