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信念坚定尧为民服务尧勤政务实尧敢于担当尧
清正廉洁冶的新时期好干部标准虽然只有短短二
十字袁但长期坚持却不是那么容易遥 这二十字不
仅是人民群众对干部个人的期盼袁更是国家对整
个干部队伍的期望遥

初心袁从来都是易得不易守遥 叶叩问初心曳中
选取的典型案例袁 他们的初心都是这二十字袁可
30岁尧40岁尧50岁守得了初心袁 为什么却在 60
岁轰然倒塌钥是败给了欲望和金钱吗钥 60岁本该
是含饴弄孙尧合家欢乐的年龄袁就因为失去了初
心袁将自己送进了牢笼袁从此丧失了人身自由袁甚
至丧失了为人子尽人孝的机会遥

坚守本心袁在工作中懂得逆水行舟袁只为自
己那个最初的梦想遥换个角度讲袁平常的工作中袁
有的人懂得让自己忙碌起来袁 有的人却荒废度
日袁有的人始终懂得向前看袁保持一身正气遥生活
从不会亏待任何人袁它给你关了一扇门袁却同时
开了一扇窗遥 如何把握袁那就要去叩问自己的初
心了遥

岗位的变换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初心遥从一名
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成长为单位的技术骨干袁再到
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袁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能坚守初
心袁如果不是坚持办实事解民忧袁他该如何去担
当钥如何去尽责钥我们始终在工作中袁在各种诱惑
中领悟初心尧践行初心袁一定要将自己的言行约
束在组织纪律下袁为自己守住底线遥知敬畏尧存戒
惧尧守底线袁干干净净做人袁老老实实做事袁这才
对得起自己的身份遥

参加工作以后袁每个月到手的工资是对自己
付出的回报袁但人性贪婪袁为什么会将手伸向那
罪恶的深渊钥 很多案例都是行贿受贿袁有了百万
元想千万元袁有了千万元想亿元袁人心无穷尽袁但
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有一点良心袁及时跟组织
认错袁也不至于弄得一步错尧终身恨遥

野苔花如米小袁也学牡丹开冶袁如果我们一直
可以像苔花一样用尽全力袁热情绽放袁诸多小细
节都可以磨炼意志袁初心的光芒就能播撒在生活
的每个角落遥

殷 胡 静 渊江苏局物测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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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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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袁 三千年的文字袁
生生不息流传至今遥中国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遥其中的爱国诗篇无数
次在国家危难之际激发起无数爱国仁人志士
的万丈豪情遥让我们走进古诗词袁去重新温习
那些激扬的文字吧遥

白马篇
曹植

白马饰金羁袁连翩西北驰遥
借问谁家子袁幽并游侠儿遥
少小去乡邑袁扬声沙漠垂遥
宿昔秉良弓袁楛矢何参差遥
控弦破左的袁右发摧月支遥
仰手接飞猱袁俯身散马蹄遥
狡捷过猴猿袁勇剽若豹螭遥
边城多警急袁虏骑数迁移遥
羽檄从北来袁厉马登高堤遥
长驱蹈匈奴袁左顾凌鲜卑遥
弃身锋刃端袁性命安可怀钥
父母且不顾袁何言子与妻浴
名编壮士籍袁不得中顾私遥
捐躯赴国难袁视死忽如归浴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练就了一身本领的野幽

并游侠儿冶在国家的征召下慷慨奔赴刀锋剑刃
的杀场袁置生死于度外袁既顾不得父母养育之
情袁更无法照顾妻子和孩子遥既然从军袁心中就
不能顾念私情袁就要准备为国捐躯袁视死如归遥
这首诗读来句句真切袁震撼心灵遥

诗篇中所颂扬的野捐躯赴国难袁视死忽如
归冶与叶国殇曳中所歌颂的野子魂魄兮为鬼雄冶的
爱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袁这也是中国诗词中爱
国情怀的发端遥一代代的文人墨客用诗词抒发
自己的情怀袁以此为志袁用一生来践行遥古人说
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袁言之不足袁故嗟叹之冶袁就
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词遥

野靖康耻冶是北宋的悲哀袁岳飞的叶满江红曳
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遥他还有一篇叶小重山曳也
是一首忧国忧民的诗篇院

昨夜寒蛩不住鸣遥惊回千里梦袁已三更遥起
来独自绕阶行遥人悄悄袁帘外月胧明遥

白首为功名遥旧山松竹老袁阻归程遥欲将心
事付瑶琴遥知音少袁弦断有谁听钥

绍兴六年 渊1136 年冤 至绍兴七年渊1137
年冤袁岳飞准备大举收复中原袁北上灭金遥但宋
高宗赵构及朝内主和派对其大加干涉和阻挠袁
迫害主战派袁大好的抗金复国形势有付诸东流

的危险袁 这首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的遥岳
飞将内心的极度郁闷袁对投降派猖獗的极度愤
慨袁均书写于词中遥岳飞一生的梦想就是要雪
野靖康之耻冶袁收复失地袁迎回徽钦二帝遥

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写的 叶过零丁洋曳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诗篇院

辛苦遭逢起一经袁干戈寥落四周星遥
山河破碎风飘絮袁身世浮沉雨打萍遥
惶恐滩头说惶恐袁零丁洋里叹零丁遥
人生自古谁无死袁留取丹心照汗青遥
此时的文天祥已经被俘虏袁无论新王朝许

他什么高官厚禄袁他均不为所动袁只求与国同
在遥说客换了一波又一波袁无奈他都不动摇遥他
的同僚来劝说袁他也坚持着自己的志节遥同僚
拿来纸笔让他随便写点什么好去交差袁他留下
了这首诗来明志袁最后慷慨赴义遥他用自己的
一生践行了那一句野人生自古谁无死袁留取丹
心照汗青冶而名垂青史袁为中华爱国诗篇增添
了浓重的一笔遥

野王师北定中原日袁家祭无忘告乃翁冶的爱
国诗人陆游袁醉里挑灯看剑希望能够野了却君
王天下事袁赢得生前身后名冶的爱国词人辛弃
疾袁包括巾帼不让须眉的李清照也写下 野生当

作人杰袁死亦为鬼雄冶的壮烈诗篇遥一个个爱国
志士袁留下了一首首情动于衷的诗篇遥挽救大
明王朝的一介书生袁带领北京保卫战胜利的明
代诗人于谦在年少的求学路上看到开采石灰
的场景袁书写下了他的志向野粉身碎骨浑不怕袁
要留清白在人间冶袁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遥明英
宗武装复辟当晚袁是于谦当值袁他明明有机会
阻挠也有能力来保全自己袁这给后世留下一个
大谜团遥但我认为这是他有意为之袁他的心中
只有国家袁 而且在瓦剌挟持英宗叩关之时袁他
的做法是为了国家袁没有错遥

这样的诗句袁这样的气节袁总盘桓在我的
脑海中遥爱国必不是一句空话袁爱国情怀在读
诗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在心中生发遥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尧 这样的诗句袁成
为我们中华文脉的精神力量遥我们是幸运的一
代袁没有经历过动荡年代袁那新时期的爱国情
怀又该如何体现钥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袁第
一个吹哨人袁第一个义工袁以及后来响应国家
号召袁奔赴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尧解放军尧志
愿者袁他们的种种行为袁就是新时期的爱国情
怀遥在此袁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牺牲的烈
士们致敬遥

殷 宗文敏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测绘院公司冤

古诗词中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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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红船换新天
井冈山上烽火连
雄关漫道三军战
协商建国民当家

煤田会战马扬鞭
艰苦创业亦非凡
为国为民献宝藏
勘探乌金不辞难

如今再遇新天地
绿水青山谱诗篇
地勘儿女多奇志
一心向党把功建

党旗熠熠百年鲜袁
镰刀锤头工农联遥
南湖航行指路船袁
井冈星火燃燎原遥
万里长征悲壮路袁
延安宝塔红旗卷遥
长城抗战坚石磐袁
中流砥柱挽狂澜遥
改革开放康庄道袁
幸福生活百姓甜遥
强国之梦勇挑担袁
不忘初心使命肩遥

殷 李 颖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地勘儿女心向党

殷 郭继生 渊山西局一一五院冤

野七一冶颂

九九党寿诞袁 喜雨跳渝欢遥 红船星
火袁燎原华夏夜中天遥历尽艰辛苦难袁推
倒大山三座袁执掌九州权遥雄鸡东方唱袁
北斗照人寰遥 

聚民心袁抓发展袁克时艰遥不应有惧袁
英勇亮剑斩凶顽遥古有贞观之治袁今有核
心统领袁国梦万民圆遥旗奋色不褪袁国祚
万千年遥 

殷 何 攀 渊重庆一三六队冤

水调歌头窑贺党九九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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