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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建兰来看您
了，您一路走好！我们参加
全省农行‘安全技能竞赛’，
获得团体第一名、个人第三
名的优异成绩了。”2018年
10月 27日上午9时许，达
州市渠县清溪镇七眼村五
组一个老院宅旁的一座新
坟前，农行渠县支行宝城分
理处青年柜员刘建兰，将三
根燃烧着的香端端正正地
插在祭坛上，然后跪下去磕
头，含泪向爷爷告别。

本来刘建兰要把自己10
月25日至26日参加“2018
年四川农行安全技能竞赛”
的可喜成绩亲口告诉83岁
的爷爷刘良田，可惜爷爷没
有等到。她泪眼婆娑，久久
地双膝跪在爷爷的坟前……

忠孝两难
刘建兰选择了工作

2017年12月，刘建兰的爷
爷突发脑溢血，从此便瘫在了
床上，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在
相隔几十公里山路的渠县宝城
镇农行网点，做柜员的刘建兰
总是牵挂爷爷的安危，即便上
班再累，她只要有空便去侍候
爷爷，尽一份孝心。

2018 年 10 月 9 日，刘建兰
得到命令去市分行集训，备战
当月末参加“2018 年四川农行
安保技能竞赛”的“命令”。

那一刻，刘建兰懵了，她不
知道该如何抉择。第一个让她
为难的是，网点人手匮乏，她和
另外两名柜员要负责分理处柜
台业务的运转。如果她离开
了，柜台运转就会遇到困难。

“按照门柜管理制度规定，
一个柜员连续上班不能超过十
天，刘健兰被市分行抽调参加

集训和去省分行比赛的时间几
乎是一个月，该怎么办？”网点
负责人也无计可施。“放弃吧。”
分理处的同志们无奈地说，觉
得唯有如此才是最佳的选择。

“不，不能。”刘建兰否定了，她
深知自己的优势和参过赛的经
验对达州农行来说很重要。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最后
拿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刘建
兰接受市分行的“命令”，参加
集训和比赛。在参加集训途
中，返回分理处上班，从而解决
了“一个柜员连续上班不准超
过十天”的制度约束问题。

“好，就这么办！”大家喜出
望外。但对刘建兰来说，无疑
增加了集训的困难，更让她难
以释怀的是这期间不能更好地
照顾瘫痪在床的爷爷。她深知
这次爷爷病情危急，而她又是
爷爷最喜欢的人。即便身上插
满医疗管子，忍受病痛的折磨，
只要一看见这个孙女，爷爷就
高兴，病痛也就会有所缓解。
因此，想到爷爷，刘建兰的心情
又沉重了。

那天下班后，她从乡镇赶
回县城里，第一时间去到了爷
爷的病床前，细心地侍候，并趁

机把要去市分行参加集训和去
成都参加竞赛的想法告诉了爷
爷。爷爷点了点头，同意了。
这就样，10月9日，刘建兰来到
了市分行本部，开始了紧张的
集训。

含泪放弃尽孝
刘建兰参赛成绩优异

集训中，她遇到了很多困
难，都咬牙克服了，从没有把爷
爷正处于病重状态的消息告诉
过任何人，她不愿影响团队的
集训。

10月21日，按照与网点柜
员伙伴的约定，集训中的刘建
兰，又该回去上班了。这天下
午 5 时许，集训一结束，她顾不
得吃饭，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
达州火车站，坐上了一趟路过
渠县的火车，回到了家里。虽
然时间已经很晚了，感觉又饿
又累，但她还是第一时间去到
了爷爷的病床前。

“爷爷，爷爷，爷爷……”再
次看到爷爷时，她的心凉了，连
续喊叫了好几声，爷爷都没有
任何反应，预感到爷爷的生命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于是，家
里 人 连 忙 通 知 医 生 ，实 施 抢
救。很快，一位医生赶来了，检

查后，无奈地摇了摇头。
“快，叫救护车！”一个带着

哭腔的声音响了起来，于是所
有亲人几乎同时播出了“120”
这个号码。可就在这时，爷爷
闭上了眼睛，再也没能睁开，永
远地离开了刘建兰……

“还去参赛么？”悲痛的父
亲、母亲和亲人们都看着刘建
兰。在那个悲痛的夜晚，刘建
兰也很矛盾，她以泪洗面，希望
留在家里，和亲人们一块儿顺
顺利利地把爷爷安葬了。她唯
一期望的是爷爷下葬的日子别
与竞赛的日子重合，也好送爷
爷最后一程。然而，翌日中午，
当亲人们告知说爷爷下葬的日
子定在了10月25日时，一向坚
强的刘建兰差点崩溃了。

“ 你 怎 么 决 定 我 都 支 持
你。”当刘建兰感到万分无助
时，她新婚不久的老公说出的这
句带有温度的话，像一盏黑夜里
的油灯，照亮了一条路。“替我送
爷爷最后一程，把丧失办好，行
吗？”刘建兰用湿润的眼光看着老
公。“放心吧，一切都会办好的。”
老公朴素的话语打消了刘建兰心
头凝聚着的顾虑。她强迫自己起
伏的内心平静下来，强忍着悲
痛，在哀乐声中复习，备战四天
后的竞赛……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10月25日，在她爷爷出殡的这
一天，通过知识和实战两场紧
张而激烈的赛事比拼，刘建兰
和另外两名队友刘太洋、杨洪
伟为达州分行夺得了“2018 年
四川省农行安保知识竞赛”的
团体第一名，赢得了掌声；队友
刘太洋夺得个人第一名，而刘
建兰获得了个人第三名的优异
成绩。

当站到领奖台时，她对爷
爷的四年一直在脑海里盘旋：

“爷爷，我们夺得了团体第一
名，我得了个人第三名！”

郑年孝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李玉泉

达州市通川区纪委
狠刹“酒桌办公”歪风

华西都市报讯（记
者 曾业）近年来，在持续
强力反“四风”的高压下，
不健康的酒桌文化仍然
在一些地方滋生蔓延，并
由此衍生出一些违纪违
法行为，影响干部队伍形
象。

近期，对这一问题，
达州市通川区纪委监委
在已经开展专项治理的
基础上，再次开展“酒桌
办公”专项整治工作。坚
持常态督察与动态检查
相结合，在常态制度、自
查自纠、监督检查中下气
力，重点突破、系统推进，
严肃纪律，加大问责，确
保“酒桌办公”歪风得到
有效治理。

该区纪委广泛宣传
不良酒桌文化的危害，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
公职人员牢固树立纪律
意识，并升级、细化了“禁
酒令”的内容，对所有违
规 饮 酒 行 为 坚 决 说

“不”。同时，加强了明察
暗访力度，收到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通川区纪委明确要
求，各单位“一把手”要把
落实禁令、抵制不良酒桌
文化变为思想自觉，率先
垂范，带领广大党员干部
加强学习，修身养性，远
离低俗的生活作风，切实
做到“少端酒杯多赢口
碑 ”“ 少 坐 酒 桌 多 坐 书
桌”。

排毒治病
渠县住建局“亮牌”促廉

华西都市报讯（记
者 曾业）今年来，该局按
照县委的统一安排部署，
围绕住建系统纪律作风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
展专项整治，对症下药

“排毒”“治病”，促进了作
风大转变、工作大推进、
效能大提升，彰显了“个
人干净、班子过硬、队伍
良好”的新形象。

除了建成机关“廉政
文化走廊”、邀请央视法
制频道客座专家上廉政
课、组织干部职工旁听职
务犯罪庭审、修订完善机
关制度、在局机关及各单
位悬挂意见箱等措施外，
该局还实施“亮牌”促廉，
收效明显。

该局紧盯上班不在
状态、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及吃拿卡要等突出
问题不放松，发现一起，
先予以“黄牌”警示，无
效则“红牌”重点整治，
直 到 问 题 解 决 。 实 施

“亮牌”促廉以来，已通
报批评 5 人、约谈 20 人、
诫勉谈话 10 人、立案审
查5人，全系统干部职工
廉洁意识不断增强，工
作作风明显好转，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

忠孝难两全

达州农行刘建兰
因“尽忠”含泪弃“尽孝”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兴
罡）11月6日晚8点左右，成都
开往营山的D5156动车刚过遂
宁，坐在8号车厢的女乘客小陈
突然腹痛流血不止，冷汗直
流。家属称，小陈已怀孕两月。

面对这种紧急情况，动车
乘务员立刻用广播呼叫，问乘
客中有没有医护人员。听闻有
人遇到紧急情况，乘客中的医
护人员立即站了出来，护士来
了，骨科医生来了，热心乘客李
女士也来了，为小陈接了温开
水。在小陈所在车厢，乘客都
站了起来，大家都很关切小陈
的情况。

乘务员和列车长也忙碌
不停，呼叫南充站、联系医院
120 急救车前来的同时，年轻
的男姓列车长小吴，还不停地
安慰小陈放松坚持住，并招呼
乘客腾出空间让其缓解紧张
心情。

晚 8 点 25 分，动车准点到
达南充，南充站工作人员已等
候多时，随后赶到的 120 直奔
站台接走小陈。据医生初步判
断，初次怀孕的小陈应无大碍。

送走小陈，站台工作人员
还没停下来，将患者及家属未
到终点的网购车票，送到窗口
办理退票，“能退多少是多少。”

动车上的接力救援
怀孕女子突然出血，乘务员乘客联手施救

120急救车开上站台接走患病乘客。

农行达州分行获得全省农行“安全技能竞赛”第一名，刘太
洋、刘建兰分获个人第一名、第三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