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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至2019年，中铁二局历时3年

创作拍摄了“反腐倡廉教育微电影三部

曲”，即《双面人》《掘墓人》《镜中人》，以企

业内部近年来发生的相关真实案例为原

型，提炼融入在物资采购、劳务分包、财务

管理业务板块的典型违规违纪违法行

为。旨在教育企业内部广大党员干部依

法依纪行事，切实增强其日常廉洁意识和

法制观念。“三部曲”一经推出，基层广大

干部职工反响强烈，微电影以身边事教育

身边人，让受众感触颇深，印象深刻。本

报将陆续刊出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体会

文章，以引领大家真正意义上懂得“知敬

畏，存戒惧，守底线”。

日前观微电影《镜中人》，片尾有一句

“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听之深有感

触。作为项目部主要负责人，一定要杜绝

“蠹众”、“隙大”而导致“木折”、“墙坏”的

贪污腐败悲剧。“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

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反腐倡廉

就要从思想上保证各项工作开展的根本

和源泉，管理中以完善的规章制度为准

绳、莫以信任代替管理才能杜绝贺文轩贪

墨案的再次重演。

表面看是贺文轩贪墨案被查，实则牵

出项目部上下合力、以权谋私、贪污腐败

的事实，并且贪污时间之久、次数之多、金

额之大而终致东窗事发。他们无视党纪

国法，不顾集体利益，欺上瞒下，腐化堕

落，不仅严重败坏了党风，还使公司利益

遭受了严重损失，令人警醒。临镜自照，

作为党政负责人，我深刻认识到项目建设

管理过程中反腐倡廉任务的艰巨性、重要

性，贯彻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处机制

和以身作则预防不正之风的紧迫性。

首先，从思想上巩固防腐之根，构筑

拒腐防变防线。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

片和集中学习违纪违法案件警示教育材

料，以案说法、以案明纪，汲取教训、引以

为戒，筑牢项目部党员领导干部和关键岗

位人员防腐防线。其次，从制度管理上筑

牢防腐之基，坚决杜绝以信任替代监管，

项目管理工作中要紧紧扎住制度之笼，严

格按规章制度走流程，以体系化管理规范

和约束项目部工作的开展，杜绝任何人以

公谋私的行为。最后，勿以贪小而不以为

意，勿以众腐而不责，作为项目主要管理

者，坚持防腐败力度决不减弱、以零容忍

态度对待贪污腐败，任何以权谋私、渎职

行为都将受到严肃处理，杜绝剧中“林经

理”和“姚书记”监管不到位的现象。

倡清廉之源就是要以身作则为年轻

人树立榜样，引导广大员工培养高尚的道

德情操，增强“不想腐”“不敢腐”的思想观

念。贺文轩之所以贪腐，正是因为没有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耳濡目染，上梁不正

下梁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廉洁自守矢

志不移。”作为基层项目部的班子成员，我

要时刻严守底线，不越红线，以身作则，全

面落实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全面强化“两个责任”，真正做到党风

廉政行在前。同时加大监察力度，对项目

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严抓不放，确保各项

工作能够依法合规，真正将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落实到位。

固防腐之根，倡清廉之源
□罗 勇

知敬畏知敬畏，，存戒惧存戒惧，，守底线守底线

经霜色愈浓 张必容/摄

上完年前最后一天班时，是用一个大大的拥抱告

别的，复工后却刚好相反，病毒的极易传播使得人人

都自危，哪里还说拥抱，说话也得保持距离。

临近春节，疫情的公布才大面积占据了我们的视

线。微博的热搜也从此少了娱乐八卦，多了每日疫情

感染通报和病例详情。“人心惶惶”刚开始只出现在年

轻人中，在家人群里“刷屏”，却只得到几个亲戚回复

的“小题大做”，后来这所谓的“小题”终是让他们“刮

目相看”了，乖乖听劝戴上了口罩，做了回“宅男宅

女”，宅完了春节，还得继续宅着等各自单位的复工通

知。

因为疫情，我们不得不改变了生活方式。春节期

间，齐聚一堂的年夜饭取消了，热闹喜庆的春节串门

换成了手机拜年，一些人家趁着节日想操办的喜宴也

只得延期。能呆家里就尽量呆家里，外出必须戴上口

罩。口罩戴着确实难受，但为了活命没办法，以前随

手按的电梯按钮、随手推拉的门现在是纸巾钢笔齐上

阵，碰着点手都立刻洗搓一番。病毒的肆虐把我们变

成了“洁癖”“强迫症”，毕竟有买菜 15秒接触不幸感

染的病例，日常的防疫小细节怎敢不“大做”？

我们改变的只是生活习惯，失去的也只是一次热

闹节日，即使它本来可以意义非凡。但生命可贵，健

康地等到春暖花开是很幸运的事情。全国还有许多

同胞不幸感染，受着病痛的折磨，他们之中有扛不住

了离开的，有不想拖累家人自行离开的，这样的消息

看着很难受。每天数字更新的很快，但千万不要认为

那只是数字，那是我们的同胞。“中国加油”“武汉加

油”的短语着实令人振奋，但更暖人心的是量力而为

的捐助，和对还未得到救治的求助信息的高度关注，

力所能及为他们做点事。除了染病的同胞，许多一线

工作人员在此次抗疫中付出和牺牲太多。比如“白衣

天使”，其实都是普通人，他（她）们也恐惧，但却选择

了冒着危险穿上那身标志衣服去救人。医护物资目

前宏观调控，但还有许多日常必需品还需要我们去伸出援手。我们也在思

考，这些群体的利益在这之后也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和维护。

记得08年地震，我家受灾但不严重，在院子里坐着，把收音机拿近耳朵

只为听清新的震情播报。如今互联网发达了，捧着手机看疫情的相关信

息，一捧就是一天，信息繁杂，真假混存，良莠不齐。上一分钟某个信息让

人不禁捏把汗，转发过万，下一分钟就有辟谣的公告说那是造谣并列出证

据。“双黄连”事件的乌龙也让我迷茫起来。但微信工作群更新着的消息属

实让人安心。看着群里分享的官方疫情防控小贴士，心里生起暖意；文章

推送里，“物资人”勇当“粮草官”，心里生起自豪。返蓉居家隔离两周后，我

在本周到岗上班，隔着口罩也能感受到人与人的关心更加深厚。目前分公

司防疫和复工两不误，一切都井然有序进行，相信全面恢复生产的那一天

已不远。

负面消息层出，或有失望，或有愤慨，或有恐惧，或有不满，但是善良的

同胞们还在释放他们的善意，群众眼睛依旧雪亮。我们能看到，很多事情

都在好转，感染态势也已趋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力量从未消逝，

08年接受了这股力量的川人如今也在全力去给予别人力量。希望没有死

亡的噩耗，多些痊愈的好消息，大家都能带着一切会好的信心撑过这个冬

天。等到春暖花开时，我们互相去对方的城市走一走，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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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横行，鼠岁首，万户关闭。

举国染，武汉罹难，千陌人稀。

亿兆团结齐抗疫，白衣天使出大

力！

东方里，中华已成熟，谁太息？

国重视，人民起。

责任实，热血聚。

有脊梁，破题昼夜不息。

疫情防控大有序，企业复工抓经

济。

新时代，攒万民归心，意志齐！

满江红·抗冠状病毒
□王周富

在植树节这天种下一棵树苗

我知道它即将成冠状生长

我并不担心

反倒是挂念着它

它不会伤害我们

它枝叶的冠状为我们撑起一把保

护伞

荫庇着大地上的一片生机

我希望它长得茁壮和茂盛

大自然的呼吸系统需要它来构成

我们更离不开它

天空因了它变得格外的蔚蓝纯净

阳光下我们得以吐纳芬芳的气息

今天，让我们为地球种下一颗新的

“肺”

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我们的肺

等候着即将来临的春天

植 树
□王 奎

让阳光洒在成长的路上
□汪 宏

“今天都5号了，你们通知什么时候去上班没有？”母亲不止

一次这样问到。从上班到现在，和母亲见面的次数逐渐少了，才

没有在家待多久母亲就开始催我上班了。其实内心清楚，母亲

不看电视，也没有读多少书，就连智能手机的使用都只会最基本

的功能——打电话，母亲知道的消息全是听来的。

春节过后，两辆大卡车封住了进入村口的硬化路，每天村组

长都会戴个口罩来家里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出去串门哈，要听

招呼。”地道的乡音是自己在上班时不能听到的。突如其来的新

冠疫情让今年的春节格外冷清，乡村公路上已经没有车辆的声

音，拜年也不去了，也没有亲戚前往家里拜年。

出入村口硬化路依然封着，稳如两座大山挡住返岗路，母亲

还是在问同样的话，只不过这次母亲又说道：“这样下去你们要

在 家 里 过 大 年 了（元 宵

节）”，从上高中起就没有在

家过过一次元宵节，不曾想

这次却如了母亲的愿。人

们出不去，生活物资出现了

紧缺。这时，山上有了新的

动静，一些在外打工的乡亲都扛着锄头上山，一部分挖折耳根，

更多的是在挖蕨根（蕨类植物的根部，可提取里面的淀粉制作食

物）。一位常年在外地务工的乡亲跟我说，家里没有种庄稼，只

能上山想办法。疫情当前，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力更生呢。

春天的到来，仿佛驱散了如同阴霾一般的病毒，省内疫情形

势有所好转，逐渐省内道路取消防疫卡点，但村口出入处的两辆

大卡车依然矗立着。我也一直在等待返岗复工通知。“明天赖哥

开车来接你回分公司，你去和你们村主任沟通一下，让赖哥的车

直接开到你家。”终于，分公司李玉霞打来了电话。此时此刻，听

到这样的消息犹如“久旱逢甘霖”一般沁润心田。我顺着户户通

的硬化路跑到树林边上，大喊了一声，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说

明我们在疫情战役中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此时返岗复工的消

息已经在村里传开了，但是交通车都还未开通。我和村主任反

复沟通之后，赖哥得到允许将车开到我家。

返岗复工是母亲唠叨的话题，最终得益于分公司“一站式”

接送员工复工的办法解决。分公司结合实际情况，采用“一站

式”接员工复工，既有效保障了复工复产，又成功降低复工人员

转乘多种交通工具感染病毒的风险。不仅展现分公司对员工的

亲切关怀，还增强了员工的获得感和归属感。离开家时，整个村

子的乡亲都知道分公司用车接我去上班，我深切感受到身为“中

铁二局物资人”的自豪以及身上所肩负的责任。

儿行千里母担忧。临走时，母亲去地里拔了很多萝卜还准

备一些儿菜，还有二

爸前两天从地窖里搬

出来的红薯，母亲早

已洗干净用口袋装

好，母亲还特地嘱咐

我让我多买点零食。

其实接到单位电话后，一直在寻思返回分公司后吃饭问题怎么

解决。汽车在高速路上行驶了3个小时，到达分公司后，由于疫

情影响电梯已经没有使用了，好在同事们帮助我拎着大包小包

爬上四楼，和往常不同的是四楼瞬间热闹起来。后来才知道分

公司领导要在我住宿旁搭建一个临时小厨房，而且厨房设施完

善，各种调料都已具备。“一站式”的做法已经令我无比感激，此

时又升起一股热浪，在内心不断涤荡着。

随后上班时间里，每天都像打着“鸡血”似的，浑身充满着力

量，总有着使不完的劲。接下来，我将用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工

作，为打赢这场战“疫”尽一份力。

疫期中的复工路
□付 恒

从咿呀学语的孩童，成长为一名中铁员工，自

商於古道 1一路走来，可谓“一山未尽一山迎，百里

却无半里平”。可在不断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谁又

不是在风雨兼程地向前奔跑着？不过好在成长的

路上总是洒满阳光，一路挥洒下的汗水也是那么光

彩夺目。

走在乡间上下学的泥巴路上，阳光或许是你追

我赶滚铁环 2的咯咯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

最使人难以忘怀的就是盛行在农村孩童间的小游

戏，其间充满的欢声笑语化作冬日里束束温暖的阳

光。至今，脑海里还清晰地记着在乡村小学读书的

那段快乐的时光，一些调皮可爱的学生课间在教室

外冷的边跺脚边吃着辣条，一些学生在没有硬化过

的操场上手里拿着用鞋带做的鞭子忘我地抽打着

陀螺玩，或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以谁滚的铁环远和

快作为赢得一颗颗弹珠的赌注……或许，那些小游

戏同大都市里长大的孩子相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但他们稚嫩的脸上所洋溢着的笑容是世间最质朴

无暇的，特别是在冬日里的阳光下更加好看。

跑在高考冲刺的三点一线间，阳光或许是高考

成绩出来后的喜悦感！进入高中后，校园里明显少

了些嘻嘻哈哈的打闹声，反而多了许多晚上十一二

点还在寝室里借助台灯的光亮做着数学题的青涩

少年。至今，回想起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仍是记忆

犹深，静谧的校园里所见最多的是类似于“左脚清

华，右脚北大”的标语，月考后偶尔一次的电影便是

同学们最好的褒奖，正值青春的我们为了能进更好

的大学而苦中作乐。那一年，看到高考成绩的那一

天，阳光的笑脸洋溢在同学们的脸上，大部分人的

人生从此走上了更好的轨道。

散步于大学校园的梦西湖 3边，阳光或许是弥

漫在书卷间的栀子花香！大概很多男生心中的大

学生活是这样的，骑着自行车载着女友从满是银杏

树或红叶李的小道上穿梭而过，在风景如画的校园

里留下弥足珍贵的回忆。可现实终究是残酷的，想

象中的校园恋情并不是那样的美好，而让此刻所深

深回忆起来的是梦西湖畔孜孜不倦备战司考的我

们，是辅导员陪伴你我共同成长的四年。或许，芳

华不在的我们有一天会重回大学校园漫步于梦溪

湖边，虽不记得湖畔边的栀子花叫什么，但布满皱

纹的脸上至少会在这种浓郁怡人的花香中充满阳

光。

走向中铁法律合规的征程上，阳光或许是工作

取得新进展后的满足！曾深深记着的是，在公司迎

接新员工的茶话会上，一位老同事所讲的一句话，

“你来时荒无人烟，走时万家灯火”。对于初入职场

的新员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还不以为然，但从

近半年来工作的许多小细节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

句话所蕴含着的深深含义。作为祖国新时代承担

基建事业的中铁人，“开路先锋”无不体现着万千员

工默默无闻而无私奉献的中铁精神：身在异乡他国

从事阿斯塔纳轻轨建设而与家人不能团聚的中铁

一线人，为保工程万无一失而几年如一日做着实验

的中铁科研人，咬文嚼字却不能使合同文本教条僵

化的中铁合规人……他们不论是身在公司机关处

理公务往来，还是身在天南海北施工一线，只要是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满意的成果，阳光下的笑

脸没有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

一路走来，阳光正好，天真活泼的孩童稚气不

在，心怀梦想的青年恰当其时，唯愿在往后成长的

路上还是阳光明媚，前程似锦！

干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这座丰碑就是一张名片，承载着企业实力向社会公众

发放。名片虽靓，却受地域限制。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突破呢？有，企业网站。这

种方法在十多年前就被我们陆续找到并投入运用。

企业网站，是企业在互联网上的一个永久门牌号，一张全方位宣传企业的名片，

它突破了时空限制。在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

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目前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使

用手机上网的比例增至98.6%，主要集中在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新闻、网购等区

域。此时，网站的地位和价值显得愈发重要。但现实中，部份企业网站有较长时间

没有更新，而且代码老旧，错误百出，基本没人看了，让人误以为网站要落伍要淘汰

了，甚至认为微信可以代替网站。

一边是网民增多，一边是网站门庭冷落，互联网名片发不出去。这问题究竟出

在哪里？

一是出在网站自身建设上。栽下梧桐树，才引得来金凤凰。第一，一定要保持

网站经常更新，根据各大搜索引擎规则，不更新的网站是不收录的，不收录就无法找

到网站，直到被广告淹没，即使找到了，进站看到的信息是去年或更早时间的，网友

也就不会再去第二次了。不更新的站，给人以“人去楼空”的感觉，是拒人千里之

外。第二，一定要对网站进行升级改造，满足手机用户浏览需求，老旧站点是按PC
屏幕设计的，在手机屏上无法浏览，或浏览体验极差。不升级的站，主动放弃了用

户。不更新是没内容看，不升级是看不了，企业网站只能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存在

着，失去了互联网名片的意义。至于个别网站连个固定的域名也没有，更无存在价

值。

二是出在认知上。访问网站，主要通过手动输入域名或链接地址、通过复制粘

贴即时通信消息、通过搜索引擎等三种方式访问，其中以后两种方式为主，毕竟只有

极少数能记住字母加数字加特殊符号组成的域名及网址。正因如此，大家兴奋地刷

着网络上的视频、图片，其实都来自那一个个网址，来自一个个网站。没有网站，就

没有网络视频、图片等内容，我们常用微信推文来自 qq.com，今日头条来自 toutiao.
com。这是需要厘清的认知之一。之二，就是重平台轻网站，把入驻到第三方网站提

供的平台，误认为就是建设网站了，或认为把第三方帐号建设好了，网站无所谓。微

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自带流量、关注度高，入驻平台的确能够助力企业品牌宣传，

但不宜过度依赖。第三方永远是第三方，其产品停止运营是早晚的事情，甚至删除

或封禁帐号、清空内容也不是不可能发生。曾经的网易博客、相册都停了，多个估值

千万元级别的公众号被永封的新闻，也多次出现在网上。据媒体报道，近期上千个

爱国爱港的推特帐号被无理由永封——关键时刻，只有自己的网站才能发出自己的

声音。人在阵地在，人在阵地没了是件很悲催的事情。

网站除了是宣传企业形象、传播企业品牌的名片之外，还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

要载体，历来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下大力气加强网站建设，一批优秀企业网

站因内容更新及时、升级迭代讯速，并不断从微信、微博等平台上引流，受到业界和

职工群众好评，如 szztej.com.cn、crec4.com等，日浏览 IP超过 1000，日下载内容超过

300mb，焕发了网站生机，激活企业的互联网名片，大力提升了企业形象。

重新激活企业网站，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发挥作用，是新时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当

务之急。

企 业 网 站 ——

互 联 网 名 片
□白永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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