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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
“优秀是一种习惯”。如果说优秀是一种习惯，
那么懒惰也是一种习惯。每个人自出生的时
候，除了脾气会因为天性而有所不同外，其它
的东西基本都是后天逐步养成的。客观上讲，
是家庭、社会环境影响及接受教育的结果。所
以，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日积月累养成的习
惯。有的人形成了很好的习惯，相反，有的人形
成了很坏的习惯。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的习惯基本上是
21天就养成了，无论好的习惯或坏的习惯。所
以我们从现在起就要把优秀变成一种习惯，使
我们的优秀行为习以为 常，变成我们的第二
天性，进一步适应各种制度和规范。
曾经有位名人说，一个人如果能装一辈子

好人，那么他就是好人了。要会“装”，要持续
的、不间断的“装”，装久了就成真的了，就成
了习惯了。譬如，开会时要准时出席，每次都按

时到场，你装装看，你装 30年看看，肯定就形
成了习惯。
因此，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如果每个人

都能严格遵守制度和科学规律，并把它形成好
的习惯，那么我们干任何事情就会事半功倍！
自觉人的安全行为习惯。要把“一切事故皆

可避免”的理念在员工队伍中喊响，使之入脑
入心，落实在行动上，坚决克服那种“不违章不
能生产”的观念和陋习，切实转变管理观念、管
理作风、管理方式方法，增强规范行为的自觉
习惯性，扎实地做到隐患未排除不生产、安全
无保障不生产，按章指挥、按章作业。愿我们每
个人都养成优秀的习惯，摒弃不良的习惯！

优 秀 是 一 种 习 惯
□梁键凌

回到阔别一年的家乡袁 脚步
还没有踏进家门袁老远就望见公公
在门外翘首张望袁 看到我与女儿袁
老人家顿时眼泪夺眶而出袁一把揽
过两个孙女抱在怀里袁乖巧懂事的
女儿为公公擦去脸上的泪水直叫院
爷爷你别哭遥 公公破涕为笑袁笑的
时候嘴角有些歪过一边袁因为一场
病后袁 老人家才变成现在的摸样遥
望着他袁我心里不由地滑过一丝伤
感袁 谁曾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老人袁
几年前他还是威风凛凛的领导袁是
矿里的生产矿长遥
真正了解公公袁是我有了女儿

的那年遥公公说话办事总是风风火
火袁雷厉风行遥 我一次次目睹公公
将提着大包小包求他办事的人拒
之门外袁 当然如果你是空着手来袁
他反而会十分欢迎你遥给我记忆最
为深刻的是袁那时矿里要将井下工
作面承包出去袁要通过投标来定承
包方袁公公当时有这个权力袁所以
求他的人络绎不绝都快要将门槛
踏平了遥 可这些人都是一次次碰
壁袁 失望地拎着东西灰溜溜出门袁
他们得到的只是公公的一句话院
野一切等投标吧遥冶丈夫有时气了会
说他傻袁 可公公总是说袁野你懂什
么袁我是共产党员袁怎么能做对不
起党和国家的事浴 冶
工作上公公更是一把好手遥每

天上班他都是换好工作服后坐灌
龙下到井下派班袁再到每个工作面

检查袁千叮咛万嘱咐工人们工作时
要注意安全袁然后再到各采矿区逐
步巡视遥 十年如一日袁公公每天都
是这样奔走于井下与地面之间袁就
因为如此袁井下的环境袁每一个角
落他都了如指掌遥

有一次有两个工人在下早班
的时候袁 不小心掉到旁边的溜井
里袁公公接到电话马上召开紧急会
议袁将一大副的井下地图摆开来迅
速准确地就指出出事位置袁命令马
上组织抢救打捞遥警报器响彻整个
矿山上空袁救援车一辆接一辆地开
到井口袁车上拉的全是一捆捆的救
援绳遥 井口边袁公公简明扼要地部
署抢救任务袁 亲自带队下井抢救遥
下到井下出事点后才发现溜井里
残留有泥浆袁很浑浊袁给救援带来
一定的难度遥 公公顾不得多想什
么袁立刻让救援人员把绳子绑到他
腰上袁由他下到井里袁公公用手在
泥浆里摸索着袁 终于摸到工人的
手袁 兴奋地朝上面的救援人员喊院
野找到了袁还活着遥冶就这样袁出事的
工人得到了及时的救助没有失去
宝贵的生命遥
这次救援后公公病倒了袁因为

常年在井下工作袁他一直患有风湿
关节炎袁这次泡在泥浆里时间过长
风湿发作了并且剧痛加重遥 年底袁
公公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劳
模袁表彰会上他说院野我们任何时候
都不要忘了我们是党员袁任何时候

都要发扬党员的优秀品质遥 冶
公公为群众办事还深得人

心遥 一次会议上袁他因为提出要将
贫困户的子女袁家属安排到矿里做
工袁解决他们困难袁而上级领导没
有批示遥 他当时就与领导理论起
来袁 把一户户的困难家属名字袁家
中有几口人袁几个小孩读书袁哪个
家的孩子至今还待业在家袁家里有
几个老人要抚养等等情况都说得
详详细细袁令在场的领导无不为之
动容袁最终批准了遥会后袁领导拍拍
他的肩说院野老兰啊袁你就是事事为
他人着想! 冶公公笑笑院野当官不为
民办实事还当什么官遥 冶他就是这
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袁可他却没有一
次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开过后
门袁直到他退休袁两个儿子也都还
没有一份正式工作遥 因为一次招
工袁小儿子报名了却害怕考试过不
了关袁 央求他说一句话就行了袁得
到的回答是院凡事靠自己的本事遥

如今袁 公公除了患有严重的
风湿袁 前年又查出脑血管萎缩袁一
直靠吃药来控制病情遥 现在袁时好
时坏遥在我回去后的第三天他发病
了袁谁都不认得了袁就像个小孩子
一样坐在沙发上遥在望着他老人家
的时候袁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
那个共产党员的形象院正直尧刚毅袁
平凡却伟大遥

至 亲 的 共 产 党 员
□ 梁红

野想想你的背影袁我感受了坚韧曰抚摸你的
双手袁我摸到了艰辛曰不知不觉袁你鬓角露了白
发袁不声不响袁你眼角上添了皱纹曰我的老父
亲袁我最疼爱的人噎噎遥 冶每次只要一听到刘和
刚唱的这首 叶父亲曳袁 我朋友就会很有感触的
说院野这是我丈夫最喜欢的一首歌遥 冶

朋友的丈夫他叫灿袁 出生在一个贫困的
农村家庭袁家里兄弟姐妹几个袁父母每天面朝
黄土背朝天袁收入微薄遥 然而就在灿读小学的
时候袁一场大病夺去了他母亲的生命遥 沉重的
打击让这个贫困的家雪上加霜遥坚强的父亲没
有倒下袁他强忍着悲痛撑起这个家遥 自幼就很
懂事的灿袁天资聪颖袁是个读书的好料遥父亲常
对他说院野贫穷人家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
路遥 冶父亲的话让他时刻牢记着袁并且发奋读
书遥 虽然家里负担很重袁但是父亲却尽己所能
去给这个儿子创造读书条件袁家里的姐姐哥哥
辍学到外面打工袁也常常记得资助一下勤奋好
学的弟弟遥 就这样袁在父亲的支持和哥姐的帮

助下袁 灿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学
业袁成为了这个家乃至这个村唯一的一个本科
生遥

毕业后袁灿通过自己的努力袁在离家很近
的一个城市里谋到了一份稳定且收入很高的
工作遥 灿时刻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袁常常不忘
着帮助家里袁对年老的父亲特别孝顺遥 他觉得
是他父亲给了他一片天袁他特别心存感激遥 结
婚成家以后袁一切稳定了袁他曾多次恳请乡下
的父亲来市里住袁享享福袁好好安度晚年遥但他
父亲觉得在乡下住惯了袁不愿住城里遥 他每次
抽空回来袁看到父亲似乎又苍老了一些袁鬓角
的白发多了袁 眼角的皱纹也越来越密集了袁他
的心就会不由地揪起来袁他觉得父亲一辈子生
活在农村袁生活的环境没有市里舒适袁也还没
有享受过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袁因此袁他觉得袁
一定要在父亲的有生之年袁让父亲过上儿子给
他带来的幸福晚年生活遥 他家住在七楼袁不愿
父亲来住时上下楼行走困难遥 他从此省吃俭

用袁并利用下班时间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发挥
特长去炒更袁赚取外快遥短短两三年袁他就买了
一套低楼层的房子专门给父亲住遥父亲被儿子
的孝心感动了袁 于是决定让儿子接到市里来遥
他为了让父亲在新家里能住既安心又开心袁还
帮在广东打工的姐姐在市里找到一份工作袁让
她住到父亲家袁好好照顾父亲袁自己则一有空
就携妻带子去父亲家团聚袁有时还抽时间带父
亲在市里转转遥 如今袁他父亲在市里的新房子
住得很舒适袁每天笑呵呵袁逢人就说袁野我这个
儿子真孝顺浴 冶
据了解袁现在我们中国已开始进入了老年

化社会袁每个人的家里都会有老人袁更多的甚
至是双亲中只剩下了一位单亲袁孤独寂寞无不
困扰着他们遥 作为儿女袁我们要尽己所能给他
们一个温暖的晚年生活袁要学会感恩袁在他们
的有生之年袁让他们下半辈子也能品尝一下辛
苦哺育的儿女带来的关爱袁过着幸福的且无忧
无虑的晚年生活遥

野感恩的心袁感谢有你噎噎冶这句脍炙人口
的歌词深入人心袁感恩袁是发自内心的无言的
回报袁是一种美德袁是一种最高的境界浴

感 恩 的 心 感 谢 有 你
□ 封梅清

震耳的雷声响彻云际
乌云张开黑色的翅膀
遮住了头顶那片光明
连日的暴雨抓狂般
不断击打着山的背脊
渐渐地
终不堪重负
折了年迈的腰

泥石流如一头猛兽
不顾一切地
奔腾咆哮着
冲向山下的村庄
贪婪地吞噬着一切
雨声呼救声哭喊声
回响在大地那颗千疮百孔的心上

撕心裂肺的呼救
呼天抢地的恸哭
噙着眼泪的目光
一幕幕 一幕幕
深深地刺痛了华夏儿女的心
痛 自然灾害的冷酷无情
痛 同胞生命的突然消逝
痛 远水救不了近火的着急

心在痛 血在滴
恨不能抛开一切束缚
奔赴现场救援
恨不能插上一对翅膀
赶赴亲人身旁
唯有默默祈祷

祈祷暴雨停歇
祈祷生命顽强
祈祷奇迹出现

知感恩
灾难无情人有情
心连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救援队伍奋勇施救
子弟官兵抢险救灾
爱心商人物资派遣
好心人士捐款救助

一份份物资
包含着一份份的温暖
一份份捐款

承载着一份份的祝福
因为温暖
将距离拉近
因为祝福
将希望点燃

感恩 让我们倍加珍惜
感恩 让我们懂得给予
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的浓情
印证了血浓于水的人间真理
手拉手
让众志成城的激流冲刷灾后的阴霾
心连心
让不屈不挠的信念共筑美好的家园

知 感 恩 心 连 心
□ 尹 芳

在矿区里袁下班闲暇时袁总看见有职工阿姨
在屋前屋后伺弄那一块块小菜地袁我居住的楼下
靠山一端那一片小菜地被楼下李阿姨弄得一片
生机勃勃袁瓜尧菜尧辣椒噎噎应有尽有遥

楼下那块小菜地上袁种在地边缘的豆角长势
十分诱人袁叶子肥大袁翠绿欲滴袁每当我下班回来
看到它袁就在想院不久这里肯定满藤满藤都挂满
了长长豆角遥 于是袁我就这样一直期待着遥

慢慢地到了豆角的上市旺季袁而那地边缘的
豆角依然满藤青绿的叶子袁 仿佛藤蔓还没有长

完袁还在一个劲地往上串袁一派生机遥 于是我想院
也许它还是在长藤还没到长花果的时候吧遥
慢慢地豆角的旺季过去了袁新的蔬菜开始占

领市场袁 再看地边缘的豆角依然满藤青绿的叶
子袁寻不着一朵花蕾遥

一天天的过去袁那地边缘的豆角叶子慢慢地
变黄袁慢慢地掉落袁最后只剩下枯萎的藤蔓袁在那
无声的宣示着曾经的繁盛遥
有一段时间我百思不得其解院明明那么好土

地袁那么好的长势袁可怎么就没有豆角呢钥 直到偶

然的一天袁我终于找到了答案遥
那天上午 11点左右袁 我下楼外出正好碰到

李阿姨在清理那豆角藤袁 那菜地还是一片阴凉袁
我奇怪说了一句院怎么还没有太阳到这呢袁李阿
姨回答院太阳早就过了遥 看着她手中的枯藤袁一瞬
间我好像明白了遥 此后一天袁我特别留心观察袁发
现这块菜地有阳光的时间是上午 8点至 10点和
下午 3至 5点袁阳光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尧开花
结果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袁 如此短的光照时间袁
难怪不结豆角了遥
豆角需要充足的阳光才能开花结果袁其实我

们人也是一样袁生活需要多些阳光袁才能充满活
力袁扫尽阴霾遥 生活总是一道坎接着一道坎袁遇事
不要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面自怨自艾袁只要心
里一直有阳光袁那么一切阴影都将踩在脚下遥

需 要 阳 光
□ 杨静连

在我 17岁那年袁遇到了一本书袁改变了我遥
大约是那个黄昏么钥我看到宿舍舍友床头放

了一本书袁闲来无事袁拿起来翻翻遥从此被这本书
吸引了袁书的名字叫叶林清玄作品集曳遥 这应该是
一本盗版的书袁书的纸质并不好袁书的扉页上并
没有关于作者的任何简介袁值得庆幸的是袁书装
订得很瓷实袁印刷的内容都很完整袁也比较清晰袁
是韩寒说的属于盗版得比较有良心的那种遥

17岁我从新桥中学转到北高中学读书袁从
一个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是一件无可奈何的
事情遥 那时我的个性过于固执和认真袁在新桥中
学读书袁因为和同学闹矛盾袁险些发生打架斗殴袁
加上在学校里没有朋友袁我决定转学遥 因为家里
经济并不是很好袁也无关系可走袁我转去了北高
中学遥

去报到的那天袁新班主任阿报哥对我说野你
的头发要剪短冶袁 我当时并不觉得我的头发已经
长到需要剪的程度袁没有回应他的话遥 站在旁边
的老爸对我大吼一声野下午去剪头袁听到没有冶袁
我野哦冶地回了一声遥读高中的时候是家里最困难
的时候袁那时哥哥读大学袁两个姐姐都在读中师袁
本来她们可以读重点中学袁 但是因为家里没钱袁
只能送去读中师遥 那时家里的生意不好做了袁老
爸忙着照顾生意袁本来就够烦的袁加上我读书不
上进袁平时比较沉稳冷静的他袁现在也生气了遥
就这样袁 我在一种压抑的情绪里开始了我的

高二生活遥
我开始出现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袁 然后在

宿舍里最昏暗的角落里睡觉遥一个人孤零零地去
打饭尧吃饭尧上课袁独来独往袁与寂寞作伴袁和孤独
同舞遥每天就这样循环着遥晚上袁夜阑人静袁大家
都睡着了袁我一个人翻来覆去遥 然后我想知道我
是谁袁我从哪里来袁我要去哪里钥如果一个人辛辛
苦苦工作都养活不了自己袁 还这么辛苦干什么袁
不如去抢一次银行袁即使是死也痛快过一回遥
就是那个黄昏吧袁我拿起了舍友放在床头的

那本书遥 一道强烈刺眼的光线从西边斜射过来袁
像一把剑一样插在门上袁使整个宿舍都光亮起来
了遥我开始阅读里面的文章袁咀嚼着袁消化着遥叶红
心番薯曳尧叶温一壶月光下酒曳尧叶鸳鸯香炉曳尧叶水中
的蓝天曳尧叶木鱼混沌曳尧叶可以预约的雪曳尧叶有生命
力的所在曳袁 我像一个饿极的孩子进食一般不停
地往下读遥

那一束光袁使我的整个内心世界也变亮了遥
野我们谁不是在少年时代就渴望这样的人生院

爱情圆满袁维持恒久曰事业成功袁平步青云曰父母
健康袁天伦永在曰妻贤子孝袁家庭和乐曰兄弟朋友袁
义薄云天噎噎这是对于生命耶常爷的向往遥但是在
岁月的拖磨里袁我们逐渐看见隐藏在耶常爷的面具
中袁那闪烁不定的耶变爷的眼睛遥 我们仿佛纵身于
大浪袁虽然紧紧抱住生命的浮木袁却一点也没有
能力抵抗巨浪袁只是随风波浮沉遥 也才逐渐了解
到因缘的不可思议袁生命的大部分都是不可预约
的遥 冶叶可以预约的雪曳

野耶前进爷与耶后退爷不是绝对的袁假如在欲望
的追求中袁性灵没有提升袁则前进正是后退遥 反
之袁若在失败中挫折里袁心性有所觉醒袁则后退正
是前进遥 冶叶水中的蓝天曳

野我从前生活感到郁卒的时候袁就会一个人
跑到夜市或忠孝东路袁看到那些不管自己的心情
好与不好都努力出来工作的摊贩袁就仿佛被他们
撞击了心门袁心突然打开了遥冶叶有生命力的所在曳
在林清玄的笔下袁情爱尧痛苦尧离别尧埋怨尧乡

愁都可以进行圆满的化解袁他的笔下藏着对农民
的尊敬袁对弱者的同情袁对生活的热爱袁对生命的
关怀袁他没有锋利的言辞尧激进的思想袁总是不温
不火袁娓娓道来遥可能因为我来自农村的缘故袁他
的乡土散文里面的很多描写与我的现实生活很
贴近袁很容易产生共鸣袁他的乡土散文击中了我
的内心袁将我浮躁的内心慢慢抚平了袁读他的散
文如同身临夏季早晨的荷塘柳堤袁静心聆听清风
的呢喃袁整个人都轻松下来遥

一年下来袁这本书都在我的手中袁我用这本
书化解了我自己遥

此后袁我的头发再没有留长袁遇到每一个同
学都和他们打招呼袁力所能及地帮助有困难的同
学袁最后和班里的同学打成一片遥这一年袁我本忧
郁的心开朗了很多袁从一个愤世嫉俗的少年漫漫
变得沉着冷静袁同学们的团结互助让我感到了集
体的温暖袁老师对我的照顾也让我看到人间的另
一种温情遥

17岁袁是一个叛逆的年龄遥 很庆幸袁在长满
杂草的年龄里袁遇到了叶林清玄作品集曳袁是它为
我除去心中的荒芜袁 使我的心田能够顺利地开
荒尧播种尧结果袁在 17岁这个多雨的季节里袁是它
使我能够顺利成长遥

遇 见 一 本 好 书
□ 吕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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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边袁 几十级台阶缓缓延伸到深不见底
的水库深处遥 岸上袁一块干枯了的大型木根斜坐
在一片鲜花绿草丛中袁几只斑斓的蝴蝶在翩翩起
舞袁尽情地吸吮着鲜花散发出的诱人花香遥

船来了袁是一艘铁质船袁据说可以搭乘 80个
人袁船头甲板上还可以看见一张残缺不全的大红
纸袁 大大小小的鞭炮纸屑散落在船的各个角落袁
驾驶室顶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遥 看得
出袁这是一艘刚下水不久的新船遥

船在山边走袁人在水上游遥 水库四周树木郁
郁葱葱袁与蓝天白云一道在平静如镜的水面上形
成仙境般的倒影遥

游船绕着水库一圈袁 不知不觉已是日落时
分遥 返程的时候袁站在船头甲板上袁尽情享受着晚
风拂面时清凉的感觉袁看着两岸的树木渐渐向后
退去袁前面的景物又扑面而来袁那种心情真的无

法用言语来表达遥 村民的房子掩映在青山绿水
中袁隔水相望袁船就是他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遥

正想着袁 野突突冶的马达声嘎然而止袁船慢慢
停了下来遥过了一会袁还没见船要动的意思遥正寻
思着袁船尾传过来的消息说没油了遥 听到这个消
息袁大家心里一惊袁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
方袁该如何是好钥 在等待救援的时间里袁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地谈论着袁 有的在互相分享各自的收
获袁有的可能确实是累了袁就干脆趴在椅子上睡
觉遥 大概过了 20来分钟袁一艘救援船终于赶到袁
放下一桶油后便匆匆掉头离开遥

加了满满一箱柴油袁本以为可以马上开船袁
可是启动了几次都没有成功遥 大伙开玩笑说是不
是发动机罢工了遥 船长急得满头大汗袁在发动机
仓里拨弄着袁完全没了主意遥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
的流逝袁情况却一点没有好转遥 正在船长一筹莫

展的时候袁有两位队友站了出来袁主动加入到排
除故障的行动中遥 他们对柴油机有一定的了解遥
狭窄的机舱里异常闷热袁可是他们全然顾不了脏
和热袁一心只想着快些修好机器遥 在他们的热心
帮助下袁过了没多久袁发动机终于又欢快地转动
起来袁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遥 原来袁巧的很袁
这艘新船配了一名新船长袁根本不了解这艘船的
情况遥 幸亏有两名队友的帮忙袁才得以化险为夷遥

船又开动了袁晚风又吹了起来袁船驶过留下
的一阵阵涟漪和着大家的欢笑声回荡在晚霞里遥
渐渐地袁码头上野爽岛水库冶几个大字映入了眼
帘遥 水库的美景定格在大家的相机里袁而游客与
船长互助合作的精神也化作一抹芳香融入了水
库的美景之中袁留下美好的记忆遥

船 过 留 香
□ 麦少迪

一部三国史袁两行沧桑泪遥 从黄巾起义到西
晋统一袁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袁上演了一幕幕惊心
动魄尧悲壮绝伦的活剧遥 群雄争霸袁诸侯割据袁三
足鼎立袁涌现出无数的风云人物遥 当历史的巨幅
画卷翻过之后袁当年叱咤风云尧纵横天下的豪杰
壮士袁已随历史的长河滚滚东去袁淘尽在翻卷的
浪花之中遥 但是一部三国演义袁却把三国近一个
世纪的兴衰成败融入历史袁让人读后不仅浮想联
翩遥

在这其中袁我想我最敬佩的就是关羽袁这个
叶三国演义曳中着力描写的人物遥 在作者的笔下袁
从与赵云尧黄忠地位相同的武将袁变成了勇猛忠
义的大英雄袁国人顶礼膜拜的偶像袁在关羽的身
上袁我们可以看见他的野忠尧孝尧廉尧节冶袁可以学到
他的野仁尧勇尧礼尧义尧信冶遥 而这其中袁我想他留给
世人最重要的就是忠袁作为一名武将袁关羽正是
用他的忠诚征服了所有人遥

对于一个人来讲袁 忠即为正袁 正心则为尽
忠袁之后才可发挥出最大的智慧和才干遥 忠诚是
我们所有人成就事业的基础遥记得李嘉诚先生曾
说过这样一句话院野做事先做人袁一个人无论成就
多大的事业袁人品永远是第一位的袁而人品的第
一要素就是忠诚遥 冶也有人说袁智慧和经验是金
子袁比金子更珍贵的则是忠诚遥作为一个社会袁从
古到今袁我想,没有谁不需要忠诚遥 皇帝需要他的
臣民忠诚袁领导需要他的下属忠诚袁丈夫需要妻

子的忠诚袁妻子需要丈夫的忠诚遥而在企业中袁忠
诚是衡量员工品质的首要标准遥对于今天华锡集
团的员工来讲袁我认为忠诚就是心系企业袁忠诚
就是兢兢业业袁忠诚就是恪尽已任袁忠诚就是诚
信保证遥 只有忠诚才能得到领导的肯定袁同事的
赞许遥
华锡袁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袁大家可以想想袁

华锡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工作袁 给了我们薪水袁让
我们可以得到温饱袁有能力养家糊口尧孝敬父母袁
更让我们习得一技之长袁能在社会上堂堂正正地
做人袁所有这些袁都是华锡所赋予我们的袁作为一
名员工袁 我想我们对企业的忠诚就是要学会感
恩袁就是要把这份感恩之情融入工作之中袁把自
己的前途尧命运融入到华锡这个大家庭尧这个集
体之中袁坚守忠诚袁忠于公司袁忠于事业袁依靠公
司的平台发挥自己的才智袁也为自己带来发展创
造机会袁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遥对公司的忠诚袁实
际上是对自己事业的忠诚袁也是对自己命运的高
度负责遥
岁月悠悠袁逝而不返遥 关公当年赤面骑马厮

杀疆场的雄壮场面袁青灯观青史夜读叶春秋曳的感
人情景袁忠心守忠义报效蜀汉的浩然气节袁都早
已化为历史烟尘遥 但是袁关公的忠诚在华锡人的
心中应该就像一道长虹袁永存于天地之间袁永远
激励华锡人迈向新的辉煌遥

关 公 精 神 与 员 工 忠 诚
□ 陈俊希

■读书廊

《摄影守望者》甘石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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