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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耕口述

余耕 真实就是力量

我是王兵

■ 本报记者 徐雪霏

印象

讲一个好故事
才能抓住人心
近日，仅有 12 集的网剧《我是
余欢水》一经播出就引发热议，豆
瓣评分一度高达 8.5 分，是名副其实
的国产网剧精品。该剧讲述了一
个中年男人颠覆性的艰难境遇，荒
诞中带有一丝讽刺，让观众在笑着
看完的同时，开始思考人生。
《我是余欢水》改编自余耕的
小说《如果没有明天》，这是他第一
部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小说。余耕
说，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想借余
欢水这个人物描写“北漂”的状态，
作品成型于 2011 年，起初是一个中
篇小说，名叫《末日降临》，发表在
《小 说 月 报·原 创 版》上 。 几 年 过
后，余耕发现自己的人生也开启了
四处碰壁的“余欢水模式”，这让他
对余欢水式的小人物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这才有了长篇小说《如果
没有明天》。小说获得了第十七届
百花文学奖影视剧改编价值奖，随
之与
“正午阳光”
签约影视版权。
37 岁才开始写作的余耕从小
喜欢阅读，却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
“ 好 学 生 ”，被 父 亲 送 入 体 校 学 篮
球，毕业后当过刑警，开过攀岩俱
乐部，做过体育记者，当过银行高
管，人到中年才找到自己最喜欢的
工作——写作。在余耕看来，这些
经历对他都是宝贵的财富：
“ 创作
来源于生活，并非一句虚话。或许
冥冥中上天自有安排，让我最终成
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
当谈到余欢水这个人物为什
么 能 让 观 众 如 此 喜 爱 时 ，余 耕 表
示，要抓住读者的心，就要讲一个
好故事，讲到读者心里去：
“ 余欢水
身上有许多折射面，折射到不同人
身上，就是胆小、懦弱、自私、虚伪、
虚荣……余欢水成功，很大程度上
是源于真实。芸芸众生，我们每个
人可能都是余欢水。”
余耕的三部长篇小说新作《耳
房》
《笑苍山》
《金枝玉叶》即将出
版 。 除 了 写 小 说 ，他 也 在 创 作 剧
本，他坦言：
“ 好的小说家不一定是
好 编 剧 ，好 编 剧 不 一 定 能 写 好 小
说，这两头我做得都不够好，也一
直在学习和思考。”他告诉记者，他
在与著名编剧张莱合作剧本《凯旋
俱乐部》，这部剧延续了张莱《和平
饭店》的风格，并有所突破，
“ 我自
信这还会是一个爆款。”

的小说，您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源是豁出命去不想活了之后，造成的一系列阴差阳 “真实得可怕”
错的貌似逆袭，沿着这条逻辑线，
当余欢水得知自己
余耕：2016 年我写过一篇《如果没有明天》的创
是误诊的时候，他肯定要被打回原形。小说的结尾
作谈，其中我写道：
“当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排斥现代
就是在这个逻辑基础上出现的，强化了反讽意味。
文明的时候，不是我们距离真理越来越近，而是我们
记者：网剧《我是余欢水》和您的小说还有一个
背离文明越来越远。真实，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步
很大的区别，就是小说中的余欢水是最后才知道自
入文明社会的第一步。如果，大家都尝试着破茧而
己没有患上癌症，而剧中的余欢水早早就发现了自
出，坦诚相对的时候，便不会再有人嘲讽谁是裸露
的。所以，我创作《如果没有明天》的意图再明白不
己没有得病的事实，但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回头后，
过了：
真实就是力量！”
只得硬着头皮继续活在谎言中。对于剧中这样全
新的处理，
您怎么评价？
感谢天津《小说月报》
余耕：我认可剧本这样的改编，因为前四集结
爱听马三立的《逗你玩儿》
束后，已经有观众嚷嚷承受不了余欢水这么悲惨的
际遇。而我小说里的余欢水，他的悲惨遭遇远比电
记者：您希望通过《如果没有明天》这部小说向
视剧要多，几乎是一败涂地。小说里可以这样去呈
读者传达什么？
现，但是电视剧如果也这样做的话，
估计观众就该弃
剧了。知道自己是误诊，还要余欢水强装癌症患者，
余耕：但凡有点儿工作经历的人都知道，我们
这也增强了戏剧性，使人物更富张力。
的沟通成本很高，因为所有的话都要拐着弯儿说出
记者：网剧《我是余欢水》一经播出后好评如
来。而听话的人则要沿着你说话的来路，原路找回
去，才能探究到说话者的本意。而且这种还会被赞
潮，您是否预料到这部网剧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
誉为
“说话的艺术”
。如果说《如果没有明天》要向读
注？对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能收获如此
者传达一点儿什么，我想就是让大家变得真实起来，
好的成绩，
您有什么感受？
余耕：有些出乎意料。因为在播出前， 从我开始说实话，直截了当，正常地说话。
余耕
记者：网剧《我是余欢水》在天津取景拍摄，小
很多网络调查显示，
《我是余欢水》处于劣
作家、编剧，原名王兵，
说最初又是刊登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小说月
势，这让我很有压力，担心投资方的投入能
青岛崂山人。创作小说《当心
报》上，能聊聊和天津的缘分吗？
否盈利。但是没想到播出后，余欢水赢得
你的狗》《古鼎》《如果没有明
压倒性优势，一路好评走到底。作品被社
余 耕 ：我 十 五 六 岁 的 时 候 就 开 始 读《小 说 月
天》
《金枝玉叶》
《耳房》
《笑苍
会广泛关注，每一个作者都会很兴奋，我也
报》，
当时并没有留意这本文学期刊是出自天津。许
山》等，曾获第十七届百花
一样，感觉好极了。
多年之后，刊发我作品的第一家文学期刊就是《小说
文学奖影视剧改编价
月报·原创版》，那个月我买光了我家周边所有报摊
值奖。
给小说人物取名字
上的《小说月报·原创版》。再后来，
我获得第一个文
有时纯粹为了好玩儿
学奖项“百花文学奖”，也是出自天津。如果要给每
座城市一个关键词，我心中的天津应该是
“相声”
，从
记者：网剧《我是余欢水》是根据您的小说《如
小就听马三立先生的《逗你玩儿》。我 16 岁第一次
每个作者都希望
到天津打比赛，教练带我们球队吃狗不理包子，盘子
果没有明天》改编的，能否聊聊小说背后的故事？
作品能被广泛关注
摞得比人还高，把服务员都吃笑了。我十分感谢天
余耕：在写这部小说之前的十年里，我有一大
津这座城市，它让我有融入感。因为这座城市里有
群年龄相仿的朋友，大多成家立业，
至少都有男女朋
记者：网剧《我是余欢水》播出后您看了吗？有
那么多朋友和老师，我们可以一起聊老房子、聊五大
友，但大家都没孩子，我们一周至少聚会一两次，玩
没有带给您特别的惊喜？
道，也聊文学、聊情怀。
儿得非常开心。我记得非典那年，我们四处游荡，甚
余耕：我看完了，完成度很好，U 盘和假电缆这
记者：观众看完网剧《我是余欢水》
至去冷冷清清的“钱柜”唱歌，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很
条线加得很好，增加了这个剧的厚度，
使得配角人物
后都大呼不过瘾，
还会有第二季吗？
年轻。后来随着年龄渐大，有的人生了孩子，聚会就
更加饱满。
少了，曾经以为可以无限挥霍的青春逐渐消逝了。
余 耕 ：我 正 在 酝 酿 余 欢 水 的 下 一
记者：您如何评价郭京飞的表演，跟您心中的
年轻的时候，一言不合就辞职，
我曾经因为领导不让
部，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走向。不
余欢水契合度高吗？
我周五下午去打篮球，还辞职过一回。步入中年之
过这两年我写了两个余欢水的姊妹篇，
余耕：郭京飞的演技自不必说，据说他在拍摄
后，择业选择面似乎越来越窄，
大家再也不敢像年轻
《我是夏始之》和《我是余未来》，都是写
现场经常改戏、改台词，说明他很用心，很认真地琢
时那么肆意妄为。我对从青春过渡到中年这个明显
小人物的故事。夏始之是个被遗弃的女
磨剧本、琢磨戏，
这样的演员想不红都难。他在外貌
的变化起了好奇心，就想把它写成一个故事。
婴，那一天正好是中国实行夏时制的第
上跟原著小说中的余欢水相去甚远，因为我在小说
记者：小说中的主人公名字叫余欢水，跟您的
一天，院长给她登记的时候就取了个名
中塑造的余欢水形象猥琐，是个中年谢顶的男人，但
字叫夏始之。余未来的父母是“北漂”，
笔名同姓，这是否在影射小说的主人公和您本人有
是两个余欢水的本质一样，把中年男人内外交困的
在北京城乡接合部收废品，余未来从小
着某种联系呢？
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辍学在垃圾场长大，但是他博览垃圾场
余耕：余耕和余欢水之间没有任何影射。余欢
记者：在大结局中余欢水过上了幸福生活，坏
的群书，还从废品里收藏了三千多张古
水之所以姓余，我是想借
“鱼”
的谐音，
因为古诗里有
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和您小说中的结局相反，小
典音乐的黑胶唱片。余未来是余欢水的堂弟，
“大伯
一句
“谁言鱼水欢”
。取这个名字也不仅仅是要鱼水
说中的余欢水没有逆袭，因癌症乌龙丢失了一切的
还有个儿子，也就是我堂哥，他叫余欢水，也生活在
之欢之意，而是要影射余欢水
“处涸辙以犹欢”
，你可
他，最终还是孤独地回到原本的人生轨道上。对于
这座城市，但是我跟他只见过一面。好像是七八年
以理解成得过且过，也可以解释为乐观向上。作者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您怎么看？您喜欢剧中的
前的事儿，堂哥说要请我们一家人吃顿饭。吃饭的
给小说人物取名字，有时候要有一些寓意，有时候纯
这个结局吗？
时候，我那个堂嫂除了皱眉撇嘴，几乎没有说过话。
粹是为了好玩儿。栾冰然是因为当时的网络流行语
余耕：剧中的结局应该是观众喜欢的结局，而 “然并卵”。在余欢水之后，我的小说里都有一个不
堂哥好像很怕老婆，整顿饭赔着笑脸，既怕老婆不
且电视剧需要这样的呈现，要有一个光明幸福的结
爽，又担心慢待我们，这顿饭吃得我们全都消化不
起眼儿的女孩叫“小格”，
《耳房》里面的小格是星巴
尾。这两种不同的结局，可以看作是两种不同载体
良。自此，我再也不想见我堂哥余欢水了，因为我知
克里一个善良的咖啡师，
《金枝玉叶》里面的小格是
艺术形式的特色。小说是个人化的东西，
小说《如果
道人最好的修养，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即便是有血
诗人顾城的朋友，
《我是余未来》里面的小格是一个
没有明天》的调子基本属于灰暗色，我也不是非要强
缘亲情。对于一个要思考哲学问题的人来说，亲情
餐馆里的服务员，做梦都想成为网红。
行来一个悲剧结尾，因为在小说中，
余欢水逆袭的根
是干扰素，会改变哲学本该有的样子。”
记者：很多读者评价《如果没有明天》是一部

讲述
天津援青干部与同仁县中藏药材种植户先巴才让的故事

疫情隔不断温情
■ 撰文 郭庆振
记得那天是惊蛰，也是我从天
津回到青海黄南州农牧局工作、接
受政策性防疫隔离的第五天。惊
蛰是春天的第一声惊雷，
“ 春雷惊
百虫”，在雪域高原上没有听到春
雷的声音，一大早刚熟睡，却被急
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电话另一
端，同仁县中藏药材种植户先巴才
让操着汉藏交织的语言，让我的大
脑竭力地翻译着他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词。他说听说我回黄南了，
现在被政策性地进行隔离，很是担
心我的就餐和身体，他和妻子夏毛
扎西连夜做了两个青稞馍馍，两口
子天还没亮就从近 30 公里外的家
中沿着山路赶到县城，向我的同事
打听，找到了宿舍，把馍馍和一条
哈达挂在了宿舍门把手上，还告诉
我尽早吃馍馍，并用藏族人民最圣
洁的哈达祈求疫情早日消除、祝福
我们扎西德勒。此时，睡意全无的
我能够依稀听到门外先巴才让打
电话的声音，电话里我感谢他并反
复推辞，但打开屋门，走廊里已经
没有了人影。由于处于隔离期，我
没有追赶。在屋门疫情隔离提示
牌下面的把手上，挂着一条哈达和
两个散发着青稞面清香的馍馍，望
着空荡荡的走廊，耳边、大脑似乎
还在倾听和翻译着先巴才让那一
句句藏汉交织的语言。馍馍是藏
族同胞最喜爱的食物，献哈达是藏
族人民至高无上的礼仪。我想，新
冠肺炎疫情隔离了空间，但隔不断
温情，千山万水隔离了地域，但隔
不断民族团结一家亲。

了不服输的刚毅。当看到在山脚下他
们为赶农活而临时扎建的居住帐篷
时，真切地感受到创业的艰苦和种植
的辛苦。经过专家评审等环节，最终
先巴才让的合作社顺利过关，我们为
吃着酥香的馍馍，与先巴才让相
合作社购买了拖拉机和振动筛等机械
处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先巴才让夫
设备，针对种植难题，
又选派了农业专
妇 是 淳 朴 的 藏 族 同 胞 ，生 活 在 海 拔
技人才进行技术帮扶。
3500 米大山上的黄乃亥乡阿吾乎村，
10 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
这里交通闭塞，与内地语言相异，
同时
受知识文化、传统思想等方面的影响， 接待省里来的专家，先巴才让两口子
背着两个鼓鼓的麻袋推门进入我的办
制约着村民难以走出大山。他们以放
公室，兴奋地告诉我合作社丰收了，
今
牧、种植青稞豌豆或者到附近县城打
天带着最好的收成来感谢我们。
零工为主要经济来源，脱贫致富之路
接待结束后，我请办公室的同志
曲折艰难。
做翻译与他聊了起来。他说，这次天
第一次和先巴才让见面是在去年
津援青和州县农牧局可真是帮大忙
8 月，我们第四批援青干部到黄南州
了，过去挖药材全靠人工，
需要两个多
工作不久后，按照天津援建项目向民
月，现在有了机械设备，
十几天就完工
生倾斜、向基层倾斜的要求，
指挥部和
了，派来的技术员现场指导让他们少
局里要对推荐的援建项目进行调研和
走了不少弯路，今年实现了丰收，
乡亲
筛查。那天一大早，我和局里、县里的
们可高兴了。我看着他赤红的脸颊难
同志乘车出发，在狭窄的山路上沿悬
掩喜悦，积年的深纹褶了又褶，
我亦打
崖峭壁爬坡行驶，海拔越来越高、山路
心底里为他们的收获兴奋不已！他告
越来越险，我紧闭着双眼，
头疼得似乎
诉我，藏族人从不怕吃苦，
但由于语言
快要裂开了，车子环绕了一百零八道
不通、不掌握市场行情，
现在药材销售
弯，颠簸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来到阿吾
成了合作社的一个大难题，药材不是
乎中藏药材种植基地。下车时，山风
积压在手里，就是要运到近 1000 公里
迎面而来，我望见了远方连绵不断的
的外省销售，不仅运费高，
还要任由客
雪山，面前一望无际的绿色药材映入
商要价，很难卖出好价钱。
眼帘。恍惚间，我感受到生命的广远
我真正理解了这个“卖得好”比
和那片绿色海洋在朝阳下盎然的金色
“种得好”更难的问题，读懂了东西部
希望。
交流协作要打通农民脱贫致富“最后
先巴才让迎上来为我献上哈达，
一公里”的这个大难题。自己也暗下
并用汉藏交织的语言逐一介绍着合作
决心，一定要继续帮助他们，
努力把当
社种植的党参、当归等药材。他带我
地中藏药材种植这个农民就地就业脱
们参观种植和育苗基地，告诉我们合
贫致富的产业扶持壮大起来。那天我
作社刚刚起步，要带动 14 个建档立卡
们聊了很久，最后实在推辞不过，
我留
户脱贫。通过和他的接触交谈，我从
了几个样品，放在了办公室。
这个四十多岁藏族汉子的眼神中看到

工作激情点亮
藏族同胞的
“金色梦”

脉脉真情架起
精准帮扶的
“连心桥”
好产品怎么能够走出偏远的山区
卖个好价钱，如何实现“百姓所盼、黄
南所需、天津所能”的有机结合，着实
很难。我通过多种关系与多家企业沟
通联系，结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快到春
节时，如何真正让乡亲们过一个“暖
年”成了我苦思冥想的事情。在指挥
部主要领导的帮助下，我与天津荣程
集团进行了对接。记得企业派人第一
次来黄南考察药材种植，我兴奋地到
机场迎接，带着企业的代表马不停蹄
翻山越岭来到种植基地，在汽车上、饭
桌上、地头上，利用一切机会，给他们
介绍黄南中藏药材的优点和特点，让
他们了解东西部扶贫的重大意义，他
们把样品带回天津并出资进行检测。
在漫长的等待中，终于迎来了产品符
合标准的好消息，并接到了荣程集团
召开“2019 时代记忆峰会”的邀请函，
邀请我们并出资邀请先巴才让夫妇一
起参加峰会。那天，我和局里的同志
与先巴才让夫妇一起乘机前往天津，
那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乘
坐飞机、第一次去往海滨城市，
那也是
他们笑得最开心的一天。在峰会上，
合作社与荣程集团进行了合作签约，
峰会结束后，我请他们品尝了天津小
吃和海鲜，参观了滨海新区，
并到农业
合作社进行学习。在车上、在飞机上、
在各点位上，他们用手机不停地拍摄
着身边的一景一物、一点一滴，
并迅速
通过微信传到朋友圈，告诉乡亲们他
们在天津的快乐行程。尽管我们彼此
间的语言交流似懂非懂，但是从心底
却能感受到彼此的真情，从他们的眼
神里、话语间、点赞中感受到他们对天
津城市的热爱、对天津人民的感恩。
从天津回来的先巴才让信心更大
了、干劲儿更足了，决定再承包 2000
亩土地搞种植，带动更多的乡亲们致
富。春节前，先巴才让打电话激动地
邀请我参加合作社分红大会，我由于

在天津休假无法前往，但是能够感受到
社员们收获的喜悦。
新年伊始，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我想先巴才让一定会遇到困难，给他打
电话，果不其然，
因为无法外出及资金短
缺，影响了苗子的采购。我立即与合作
单位荣程集团、与他所在的乡里领导沟
通想办法。真是患难见真情，尚在疫情
期间，无法正常办公的荣程集团一路绿
灯为合作社进行捐助，乡里也给予了大
力支持。得到捐助的先巴才让眼含热泪
不停地对所有帮助他的人说
“挂真切、挂
真切”
（感谢的意思），
我也真心感受到疫
情无情人有情的真谛和雪中送炭的价
值。苗子如期买上了，荣程集团也全力
合作帮扶。现在，先巴才让每天都会通
过微信给我和荣程集团负责同志发种植
现场的图片或视频，每每看到社员们在
地里干得热火朝天，我心里总有一种说
不出来的高兴，似乎看到了中藏药材这
个产业在黄南发展的美好前景，看到了
乡亲们致富奔小康的红火日子。

本文作者郭庆振（左二）在青海

民族亲情吹响
全面小康的
“集结号”
回忆与先巴才让的点滴，看着眼前
的哈达和馍馍，那些来青海后因高原反
应而导致的眼压高、血压高及胃病频发、
思乡心切似乎都不见了，只剩下心底的
温暖，深感藏族人民知恩善良，
我想只要
我们多奉献、肯付出，必定会将心比心、
得到真心。我常自问，正值不惑之年且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余耕是我的笔名，
我本名叫王兵，青岛崂山人，住在沙子口。
我从学生时代就喜欢写作，我所有科目的
成绩都很糟糕，唯独作文，每次都能拿高
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考试，我写完
自己的作文，还帮同学写了一篇，
没想到最
后他的作文比我的得分还高。
我很早就开始打篮球。13 岁时我离
开青岛，去省体校打篮球，
但我还是喜欢读
书，队友们都说我
“装”
，
说他们连一本书都
读不下来，顶多读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不
光看书，还要写书。从省体校毕业后，
我去
淄博做警察，一边打球一边工作过了五六
年。听说北京有一家户外攀岩俱乐部，那
是上个世纪末很时髦的户外运动，我本人
对这类极限运动非常感兴趣，就来到了北
京，干起了攀岩俱乐部，也算正式开始了
“北漂”
生活。
因为攀岩，我接触到媒体，
偶尔会给这
些报纸的休闲娱乐版写一写野外生存和攀
岩的稿子，赶上《世界体育周报》招聘记者，
我就去应聘，一做就做了十年。作为记者，
都有过被毙稿子的经历。我在被毙稿子的
时候就有这个念头：
“我要写小说，想写什
么就写什么！”
我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德行》，写的就是有
关攀岩的故事。
2008 年，我作为人才引进到青岛一家
银行工作，给我的年薪是 60 万，这在当时
算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工作半年后，出
版社给我来信，说我的小说需要修改，
大概
需要两个月，这就意味着我没办法兼顾我
的工作，我必须做出抉择。经过长达几个
月的考虑和权衡，我最终选择辞职回北
京。做出这个决定，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
行长也劝我留下来，说能争取到一个人才
引进挺不容易的，你都快 40 岁了，为什么
非要回北京去漂着啊？我想是因为我对文
学创作始终有一份执著的情怀吧。我是一
个外表热血、内心敏感的人，写作帮助了
我，让我内心的很多情绪都有了发泄的出
口。接下来大概两年时间，我几
乎没什么收入，过着跟余欢水差
不多境遇的生活。去年我回到家
乡，成为青岛市文联签约作家。
虽然我很早就离开了青岛，
但从未忘怀过家乡。家乡对我的
浸润很深，我特别喜欢家乡的春
天，特别是崂山的春天。我下个
月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金枝玉
叶》，就是以我的家乡崂山为背
景，这部小说中农村的部分就是
沙子口给我的灵感。沙子口有个
叫陡仟里的地方，六七个村子依
山势逶迤，绵延数里。据记载，
明
清时期，这一片栽种梨树，
春天梨花开放的
时候，就像下了一场春雪，特别美，因此被
誉为“登瀛梨雪”，是老青岛十大景观之
一。为了契合《金枝玉叶》的气质，我在小
说里把梨花改成桃花。桃花作为《金枝玉
叶》的一种意象，在小说里被数次提及，小
说的结尾也是桃花：
“10 岁那年，自打听到
徐寡妇说起桃花坞的十里桃花，那幅画面
便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走进桃花坞，
就像是
走进棉花垛子里一样，风一吹，
就看不见地
皮了，踩上一脚，
花瓣没过脚脖子……”

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离开海滨城市舒
适的生活，离开需要照顾陪伴的老人和
孩子，每天因海拔高难以入眠、时常因气
压低半夜憋醒、经常因水土不服下乡自
带方便食品、每次给亲人打电话也总是
报喜不报忧，我们到底来青为什么、在青
干什么、离青留什么？我想，还是为了心
底那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吧。
今年是“十三五”
规划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
决胜之年，也是开展对口援青工作十周
年。十年来，一批又一批天津干部接过
援青接力棒，一路西行、一路登高，紧紧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按照“升级加力，
多层全覆盖，有限无限相结合”要求，持
续用心用力用情推动对口援青工作往深
里走、往实里做，用生命和热血书写了共
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展现了天津人民
的无私与大爱。天津百余名援青队员已
在指挥部和受援单位党委的领导下坚定
了必胜之心、凝聚了决战之力、形成了攻
坚之势。队伍中有十年援青唯一的女干
部、有十四年戍边两度援青的副县长，也
有业务精湛成绩突出的拔尖人才、精项
目懂规划的专家骨干，还有坚守高原持
续援建的校长和宣传干部，熟悉基层掌
握机关经验丰富的干部人才，更有师德
高尚医术精湛的教育和医疗团队，大家
与孤独寂寞相伴、与高寒缺氧为伍、与责
任奉献同行，与黄南州干部群众肩并肩
手挽手，都展现了“我将无我”的境界和
“不负人民”
的作为。
转眼到青海工作已近一年了，三年
援青时间很短暂，短暂得来不及看大美
青海的风光、舍不得在周末休息；三年援
青岁月很慢长，漫长得需要睁着眼睛度
过每一个昼夜，能够静候着年轮的更迭；
三年援青岁月很珍贵，这里会留下我们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青春记忆，会留住
与当地同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的真挚情感，会谱写渤海之滨、黄河之
南，携手共建、真情永传的美丽佳话，我
想这必定是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是一
次青海行、一生青海情的学思践行。应
努力、需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