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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一名供销社的主办会计，记
得儿时，我总是听着他拨弄算盘的声音沉
沉入睡，又总是在他轻轻念叨着“账怎么
又没有做平”的抱怨声中迷糊醒来。每当
这时，佝偻着身子趴在桌子边奋力敲打算
盘的父亲对我说：“幺儿啊，以后莫要学我
当做账的，要去当一名查账的。”那时，年
幼的我就下定决心，要满足爸爸的愿望。
2007年，学中文的我通过公务员考试参工
进入了达州市国税局稽查局，我真的要成
为一名查账的了，爸爸的愿望终于可以实
现。

可是，因为我学的是中文，单位又缺
乏文字工作者，所以领导安排我在文秘岗
位上工作，这样我又成了不用查账的人。
我从事的这份工作是枯燥乏味的，每天都
是撰写信息、材料，就这样，我的工作热
情慢慢降至冰点，不再有追求。

可能是父亲从母亲那里听到了我时断

时续发出的“杂音”，他坐不住了，大老远
坐车来看我。有这么几句话我至今印象很
深刻：“儿子，不让你当做账的，让你当查
账的，其实是让你进国家机关，有一份稳
定的工作，这就是我的梦想，你替我实现
了，我很高兴。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是痛并
快乐着，我做会计几十年，也体会到艰辛
和愉快，账不平，苦恼；平了，高兴。你
大学学习的是中文，现在当一名文字工作
者也应该高兴才对啊，这是你的梦想，现
在去实现你的梦想吧！”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拼搏事业的信心
又回来了。从此以后我笔耕不辍，陆续在
国家级税收期刊报纸发表很多文章，业务
水平也不断得到提升。今天的我，已经能
坦然面对过去的迷茫，终于可以问心无愧
地说：“我是一名查账的，我是一名国税工
作人员！”不管未来的路曲折坎坷亦或笔直
平坦，我都将视工作如生命，永不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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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成就梦想

十年前，我从大学毕业，摩拳擦
掌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甘
于做个平凡的人，为此，我拒绝了好
几家单位伸来的橄榄枝，一心想着自
己创业。父亲见我好高骛远，买了一
本书——《平凡的世界》送给我，希
望我能从中体会到真正的生活是平凡
的，而平凡自有其精彩之处。我随手
翻了两页就失去了兴趣，书中的主人
公都是黄土高坡的农民，平凡得不能
再平凡了，和我的人生理想相去甚远。

但在独自承受一次次创业失败
后，一天深夜无眠，回味起父亲的
话，不知不觉翻开了《平凡的世界》，
竟然看进去了，直到东方发白。书中
坚韧不拔的孙少安，使我对平凡的人
生有了新的认识。孙少安身为家中的
长子，6岁开始干农活，13岁辍学帮
助父亲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18岁凭
借着“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
被推选为生产队长，成为双水村的
“能人”。除了不屈服于命运外，孙
少安品行中的“仁”、“恕”也是书
中表现的重点。无论家庭多么贫
穷，他从未显露出对家庭的厌恶和
嫌弃，他对全家老少所表现出来的
责任感令人起敬。而难能可贵的
是，他能将对家庭之爱扩展到对全

村村民的爱，这是超出农民狭隘门户
观念的。从担当一队之长到后来招揽
村民到自己的砖厂上工，以及慷慨捐
资助学可以看到这一点。

反复地阅读，我领悟到人最大的
优点就是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是平凡
的，然后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地和生
活的种种困境做斗争。《平凡的世界》
这本书就好似一剂良药，让我从好高
骛远变得脚踏实地，我不再梦想着一
步成功，下定决心，要像孙少安那
样，一步一个脚印，活出自己的精
彩，成就自己的未来。最终我进了一
家贸易公司，从最底层干起，踏实肯
干的工作作风终于让我在职场获得成
功。如今的我，在别人眼里，或许事
业有成，但我却深知，我只是一个平
凡的人，成就的不过是平凡之中的精
彩而已。

荷叶街450m2咖啡厅带底
楼门市低价转让，已交一
年租金，租期长，不递增。
电话：13795969988

咖啡厅转让

杨柳垭有厂房出租。
联系电话：18282216599

厂房出租

会计专训（欢迎试听）

地址：通川桥头土产公司四楼（原308）
电话：13558555655李老师 QQ:800066727

下半年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培
训及实账培训正在招生

达州市蜀达会计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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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在本栏刊登广告，

请业主带上相关手续前
来办理。读者使用本栏
信息，请务必核实手续，
与广告主签订合同；若广
告主违规操作与报社无
关，可向相关执法部门举
报投诉。
联系电话：2377273

出租出售 招生招聘
达巴路口K8量

贩 KTV现聘服务
员、吧员、咨宾、收

银员数名，工资面议。应聘
时间：15时—21时。

电话：0818-8196777

聘

市内黄金地段鱼店转
让，600m2，环境设施一流，
客源稳定，火爆经营中。

电话：15181815579

鱼店转让
朝阳东路建华大厦

（红馆火锅）二楼整体出
租。 电话：18398860357

门市出租

南外洲河
湾幼儿园，

装修高端，环境优雅，师资
一流，现招收 1.5-6岁幼
儿，来园咨询均有精美礼
品。0818-3530111

幼儿园招生

2014年下半年从业
资格考证班，晚班/周末
班同步开班。朝阳东路
335号 2105830

学会计 到恒企

中心广场一
美容院需招2名
优秀美容师。

电话：3388997
13568353887

聘

常年招生：各年级作文、阅读。
诚招各县、市、区加盟校
138828900662222322

宾馆转让
市内黄金地段一宾馆

优价转让，租金低。
电话：18081501234

18982839999

达巴路口檬子桠街门市出
租，诚租者到长城饭店军
分区二楼皮肤性病专科找
刘主任谈。13982896571

门市出租

幼师：持幼师资格
证，两年以上工作经

验，有爱心、耐心、责任心，
2300—3500元/月。另聘保
育员、厨师：身体健康，尽
职尽责。15729897711

聘

南外杨柳垭一汽修厂
转让（小车、二类），证照齐
全，设备九成新，接手即可
经营。电话：13350787363

汽修厂转让

聘销售经理：
1-2万元/月,

5年以上同岗经验；置业
顾问：本城居住，22-30
岁，沟通协调能力较强，
5000-10000元/月；人力
资源经理：1-2.5万元/月,
较强的文案功底及管理能
力;人事专员：4000-6000
元/月；库房看守及库管
员：2500-3800元/月。

电话：2623333

聘

中心广场沃尔玛对面
有一发廊转让，280m2，生意
稳定，接手即可经营。

电话：18982882886

发廊转让

达州市森王食
品有限公司聘营销
精英20名，有工作

经验者优先，福利：基本薪
酬+达标津贴+奖金。

电话：13551455545

聘

箭亭子一点杀店转
让，接手即可经营，价格面
议。电话：13982805259

13882836368

点杀店转让

柴市花园步行街中段
一经营良好品牌茶楼，因
业主外出发展，欲转让。
电话：13684228246

茶楼转让

学校开设有：舞蹈、
美术、书法、播音主持，高
考培训：钢琴、小提琴、吉
他、架子鼓、古筝等课程。
地址：南外洲河湾777号
报名电话：2539777

达州艺术学校
秋季招生开始了

小红旗桥一知名火锅
店转让，400余m2，设施设
备齐全，精装，接手即可经
营。电话：18581811117

火锅店转让

马蹄街一茶楼现低价
转让，手续齐全。
电话：18090928228

18228612333

茶楼转让

宾馆转让
市内张家湾有一大型

宾馆，证照齐全，租金低，
优价转让。

电话：18781827165

小红旗桥一知名汤锅
店转让或寻合作伙伴，300
余m2，设施设备齐全，精
装。电话：15281899701

汤锅店转让

门市出租
西客站正大门对面二楼

有800m2门市出租。
电话：13330833777 王

四川师范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

达州教学点招生
10月自考，新生报名

9月7日截止。免入学考
试，免英语考试。读专
科、本科、专（本）套读
1.5—2年毕业。
贾老师：13079008977

服装门市转让
博视影城一精装服

装门市低价转让，面积
30m2，价格面议。

电话：18608182777

一社会团体单位现公
开对外招聘会计、出纳各
一名，可兼职。待遇面议。

电话：0818-2385595

招 聘茶楼转让
南外三岔路口黄金地

段一大型茶楼欲转，精装，
经营中。18784856948

13404037789

达州市天益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聘
运 营 总 管 ，待 遇

5000—10000元加提成。
电话：13778351234

2124567

聘

位于通川中路有四开
间门市转让，面积220m2。

电话：13684221999
13438553777

门市转让

养生会所转让或合作
南外石家湾有一高

档豪华养生会所转让或
合作，2000m2，手续齐
全，接手即可经营。
电话：18682817000

南外好吃街（西环路
861号）D栋2号楼茶楼出
租，750平方米，价格面议。

电话：13594616561

茶楼出租

市中心一大型培训学
校寻求合作办学。

电话：13350777587

合作办学

市内黄金地段一经营
中餐馆优价急转，非诚勿
扰。电话：13982814062

13002826119

餐馆转让

南外黄金地段一茶楼
急转，700m2，客源稳定，价
格面议。
电话：18282939611

茶楼转让
本校聘英语、体育、机

械制图、电工基础、电工电
子技术应用专业教师各1
名。电话：13568355951

招 聘

茶楼转让
荷叶街达州宾馆附近

一茶楼500m2，因业主外出
发展欲转让。

电话：18982821919

点杀店急转
箭亭子原达六中旁一

点杀店，现火爆经营中，因
业主外出发展急需转让。

电话：13551474992

达州市南国纺织印染有限
公司（原达棉厂）因扩展需要招
聘大量员工及派驻广东、北京

驾驶员（驾龄五年以上）及装卸工多名，
年薪约4万元，免费包吃住。请有意者来
人面谈。

联系电话：2765593 2766302

聘

据介绍，这种小药水在全
国热销10年，它因对皮肤顽
癣效果明显，被皮癣患者称为
“除癣之王”！

这种小药水使用方便，每
天只需对准患处早晚喷两次，
药性就能透皮吸收，快速止
痒，整夜睡得香。不管是湿
疹，还是10多年的顽癣、神经
性皮炎、手足头癣引发的瘙痒
症都能快速见效。

它与传统血液排毒治疗
皮癣的方法不同，这个小药水

主要是从基因入手解决皮肤
顽 癣 难 题,它 独 有 的
“DNA-2E”双酶物质不仅能
剪断癣毒复制的病毒基因链,
使你受损的基因链重新链接，
而且能重建基因免疫功能，20
天就能斩断皮癣，见效迅速，
且非常明显。

这个小药水被命名为[霍
氏鲜清]，自2004年上市以来
已在我国热销10年，效果决
定其生命力，在河北、广州、江
苏、福建等各地屡传捷报。

经临床使用显示：[霍氏鲜
清]适用于头癣、手足癣、体
癣、股癣、顽癣、皮炎、湿疹、顽

固性瘙痒等病症。
霍氏【鲜清】畅销10年，

康复众多皮肤病患者，为让达
州患者早日走上康复之路，霍
氏鲜清推出十年来最大让利
特惠活动：买一盒120ml鲜清
赠送2盒10ml【鲜清】，买两
盒120ml鲜清赠送6盒10ml
鲜清。

皮 肤 病 咨 询 电 话:
400-0400-984，或到：经销地
址：达巴路口 康贝大药房（原
地委对面）南外隆发大药房
（达川区妇幼保健院旁）大竹
延生堂药房 购买。

（市内免费送货）

有个小药水
专克皮肤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