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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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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家风遥 他说袁 家庭是社
会的基本细胞袁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
校遥 习近平就是在优良家风的熏陶
下成长起来的遥

赤子心家国情

习近平非常孝敬母亲袁 只要有
时间就陪她吃饭尧 散步尧 聊天遥 但
作为领导干部袁 节假日经常不能回
家与母亲团聚遥

2001年春节袁 习近平没能回京
与父母团聚袁 母亲齐心与时任福建
省省长的习近平通了一次电话遥 母
亲在电话里对习近平说院 野你这么
多工作袁 妈听着还挺高兴的袁 关键
还不在于你来不来袁 只要你把工作
做好了袁 就是对爸爸妈妈最大的孝
心遥冶 她叮嘱习近平院 野儿子袁 我这
个千言万语吧袁 就是希望你把你的
担子挑好袁 千万不可大意袁 千万不
能犯错误遥 你的责任比谁都大袁 但
也不要有负担袁 把身体搞好袁 安全
第一袁 健康为重袁 没有后顾之忧袁

全身投入袁 把工作做好遥冶 临挂电话
前她再次叮咛院 野好好工作啊袁 把
身体搞好啊浴冶

习近平的母亲注重家庭教育袁
在习近平五六岁时袁 就给他讲岳母
刺字尧 精忠报国的故事遥 习近平工
作后袁 母亲还经常写信告诫他 野高
处不胜寒冶袁 要严格要求自己遥

家是最小国袁 国是千万家袁 家
国两相依遥 注重家庭尧 注重家教尧
注重家风袁 是习近平的家庭理念袁
也深深印在他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
践中遥 多年来袁 习近平牢记母亲的
嘱托袁 坚守着自己的初心遥 回顾习
近平当选总书记以来的八个春节袁
他的脚步遍及 野老少边穷冶 地区袁
将 野精忠报国冶 四个字化作为国为
民的生动实践遥

家风才是最大的不动产

2020年袁 在这个特殊的春天里袁
钟南山袁人如其名袁像一座大山一样浴

钟南山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袁
父亲钟世藩是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袁

母亲廖月琴是国内护理学专家遥 而
母亲身后的廖氏家族袁 单是廖月琴
所属的这一系就有 8 位医生袁 而且
个个都在医学界颇有建树袁 是实至
名归的 野医学世家冶浴

钟南山的父亲不仅医术高明袁而
且医德高尚遥钟南山小时候经常看到
父亲下班后还给找上门的人看病袁有
时还会上门出诊遥从那时起袁救死扶
伤的愿望就在他幼小的心里生根发
芽遥父亲的责任心很强袁从来不轻易
下诊断袁还告诫他院野医者人命袁没有
十足的证据袁不可轻下判断遥冶

野人活一辈子袁总要留下些什么袁
才不算白活遥冶 父亲教会他作为一个
医生严谨尧 踏实与无私奉献的精神遥
野非典冶时期袁他果断地说院野把重症病
人都送到我这里来浴冶2020年 1月袁84
岁的钟南山再次披挂上阵袁 负重前
行遥这是医者仁心袁更是他所传承的
良好家风遥

钟南山还把优良的家风传承下
去袁 他告诫儿女院野钟家的优良传统袁
一是要有执着的追求袁 二是要严谨尧

实在遥冶 他的儿女低调而优秀遥 女儿
钟帷月袁 是国家优秀游泳运动员遥
儿子钟帷德袁 是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尧
博士生导师遥

从钟家几代人身上我们可以看
出袁 优秀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最大
的不动产遥 一个人的成功与其良好
的家风密不可分浴

英雄的一家人

排雷英雄杜富国在一次排雷作
业中袁为掩护战友袁失去了双眼和双
手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袁又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精忠报国的家庭遥

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兴隆镇
太平村袁 有一个叫杜俊的普通党员袁
他勤劳质朴尧少言实干袁却心怀家国袁
给四个孩子取名院富国尧富佳尧富民尧
富强袁寓意满满袁教育孩子野努力为国
家做事冶遥

他的一家袁在不同的时期尧不同
的岗位袁当祖国需要的时候袁个个争
当英雄遥

长子杜富国袁 排雷战士袁野你退

后袁 让我来冶 短短六个字生动地勾
勒出新时代中国军人不负国家尧 不
负时代尧 不负人民袁 用生命坚守初
心的英雄本色遥

杜富国的弟弟妹妹在他的影响
下袁 力争成为有理想尧 有担当的人遥
杜富佳是一名急诊科护士袁 2020 年
2月 20 日驰援武汉遥 杜富民是一名
医生袁 疫情期间一直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上遥 杜富强是一名边防战士袁
用一腔热血袁 守护着国家和人民遥
杜俊作为共产党员和村委委员袁 坚
持在村里的防疫卡点上值守遥

不论是齐家治国的习近平总书
记尧 国士无双的钟南山院士袁 还是
英雄的杜富国一家人袁 他们的家风
都是家国关系最好的诠释遥 如果我
们每个家庭袁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
化袁 也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袁
都能重视家庭建设袁 注重家庭尧 注
重家教尧 注重家风袁 立家规尧 树家
风尧 传家训袁 培育良好的家风袁 我
们的生活将更加美好袁 社会也将更
加和谐浴

殷 左 晔 渊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冤

家 风 的 力 量

唐朝茶圣陆羽在 叶茶经曳 中说院
野茶味至寒袁 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冶袁 把
品茶当作励志的一种手段遥 自古文人
雅士 野以茶悟道尧 以茶修心冶袁 以培
养修身立本尧 修己爱人尧 自尊敬人尧
敬业乐群的理想人格遥

于郑板桥而言袁 茶是一生的最
爱遥 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袁 执政勤奋
为民袁 深得百姓爱戴袁 晚年告老还乡
时袁 仍是一肩明月尧 两袖清风袁 被后
世传为佳话遥 立世德为先袁 律己廉为
首遥 茶袁 清淡袁 幽雅袁 隽永袁 悠远遥
郑板桥的一生正如茶一样袁 将自己的
身躯毫无保留地融入百姓之中袁 幻化
成一盏清茶袁 淡然留下身后功与名遥

作为一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青

年袁 我同样需要清茶一般的品质遥 廉
洁自律袁 权为民所用袁 情为民所系袁
想人民之所想袁 急人民之所急遥 作为
一名普通的党群干事袁 我要坚决树立
为民党建的岗位服务理念遥

什么是文化钥 作家梁晓声说院 根
植于内心的修养曰 无需提醒的自觉曰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曰 为别人着想的
善良遥 茶文化崇尚清正尧 俭朴遥 野一
杯清茶问今古袁 两袖清风为苍生冶遥
当前形势下袁 无论我们身居何职都要
坚定理想信念袁 抵得住钱权诱惑袁 顶
得住贪婪侵蚀袁 严于律己尧 静守清
廉遥

干净做人袁 清白做事遥 清茶一
盏袁 茶里人生遥

殷 刘 方 渊陕煤地质油气钻采公司冤

假以清茶守清廉

奇峰三千袁秀水八百袁千里迢迢
只为赴你今生的约会
一朵最静最美的夏荷
暗自酝酿芬芳
你和清风明月一起成长

在夏日的光芒里
一次次地醒来
风调雨顺袁在水一方
执手托举翠绿的大伞
柔润清丽
于一抹月光里沉吟修炼

你捂住微苦的莲子
为世道清热解毒
为守口如瓶的爱情
为君子的品质
心尖的芬芳
伴着一层层的涟漪
荡漾开来

过往的岁月
纵使风吹雨打
在水天相接的远方
默默诠释着生命不息的意志
汹涌,澎湃,沁人心脾
占据着蔚蓝的天空

岁月静好
有关荷花的声音
飘荡在我的头顶
一阵阵夏雨
敲打词牌喂养的月色
仿佛女子十二乐坊
吹弹奏打的淡定与从容

在一朵莲花里
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祖国
仪态万方袁典雅华贵袁清香四溢
流露出五千年的光华和殷殷期盼
一切终是过眼云烟
除了青荷

殷 马亭华 渊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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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娟 摄

渊一勘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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