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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是最重要的资源
·胡 波·

人 贵 惜 福
·袁 媛·

记得前几个月，表妹要去英国读研，而国外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肆虐，这时候出国，我不免有些担心。虽谈不上九死一生

那么夸张，但面对未知国度和未来的情形，这种离别，总有说不

出、道不明的感觉。

现在，我的脑海似乎浮现出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来，这首离别

的歌有一种特别，说她是歌曲，仿佛降低了文学韵味。“长城外，

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

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种流淌

着箫声的歌词，让我深切感受到其间蕴含着凄切、苍凉、幽远的

味道，是任何声音都消解不了的。那一刻，一种心痛、流泪的感

受，又不知不觉涌上了心头。

这样的文字有一种穿越时空，缠绵人心的力量。随着年纪

的增长，阅历的增多，情感的丰富，总觉得这首诗在冥冥之中无

比恰当的描述了与故人离别的复杂情感。哪点儿好呢，一时半

会儿，还真说不出。

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文化名流，他的传奇生涯，给

了我太多的不可思议。我甚至无法想象，一位风流名士，有一

天，却毅然决然地皈依冷寂佛门。风花雪月里一向潇潇洒洒的

他，一去不回头转身为弘一法师之后，对苦行憎的生活甘之如

饴，举手投足间流溢着惜福至深的情怀。我受到了无法言说的

心灵震撼。

一领破旧的草席，裹着素朴的铺盖。几件旧衣服卷成的枕

头。一条洗得发白的旧毛巾。这些，都被他甚是珍爱地使用着。

吃着白菜、萝卜的家常素菜，是那样香甜，有滋有味儿。用筷子

夹起一块儿萝卜，竟郑重得仿佛仪式。大师惜福的心性，在岁月

的屏幕里，恒久，深刻，发人深省。

此时的弘一法师，哪里还有当年扬名沪上、杭州，翩翩公子

的些许影子？尚在尘世的李叔同，享有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福祉。

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大抵达到了常人望洋兴叹的层

面。那么，为什么他对众人艳羡的花好月圆、独领风骚的佳境不

屑一顾，却视孤旅清淡为无尚福祉呢？

诸多的百思不解，使我在长久的思索中，对弘一法师日渐熟

悉起来。出生于金粉世家，却不能真正意义上地享受无忧无虑

的生活，想要寄情于爱情，却总是一波三折，要么爱而不得，要么

天意弄人。友情上也是天不遂人愿。但好在不断失去的人生，

也不乏高光时刻。最起码有疼爱自己的母亲，曾经钟情的戏班

女子，一生的挚友许幻园，虽然都只是曾经出现过，后又匆匆离

别，但对于李叔同来说，这已让他感到满足。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程度。成为弘一

法师，也恰是他不平凡经历的抉择。他的传奇生涯，使我领悟

到，福的涵义很大、很远、很深，绝不取决于得失、顺逆、功利、风

月，而主要取决于人的心灵维度。福是一个没有高低、没有边际

的广袤的所在。一碗白粥里有寻常日子的甘甜，一杯清酒里有

风云际会的喜庆，两眼漆黑里有异常灵敏的听觉，山穷水尽处有

柳暗花明的豁然。

然而，生活中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我们认定，得到的、发

达、富贵的、风光的才是福。不仅对物质进行攀比，对情感也进

行索取……常常觉得，拥有的不是那么多、不够那么好，总是觉

得幸福距离自己何其遥远，总是被遗憾、被沮丧纠缠。

众人总哀叹不如意的人生，一味儿的浮躁着、贪婪着，驱使

众生成为攫取既得利益的赶潮儿。于是，很少看到悠然、从容、

清静的生命走势和生命姿态。

春天，我们看不见草长鹰飞，翠柳流金；夏天，我们听不到花

开有声，生命拔节；秋天，我们感知不到大地裸露，情肠深藏；冬

天，我们没有兴致张开双臂，去拥抱飘飘而来的雪花。

我们何曾珍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豆一黍，一笑一颦的

福祉？这些与我们血脉相连的物质和精神形态，就在我们一路

的追逐中，被我们忽略，甚至删去了。

于是，我们怎能通透感知其中的无上滋味儿？许多时候，我

们还充当了丢弃、糟蹋、异变、扼杀他们的顽主。不知惜福的我

们，竟让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其他生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不由得想起轮椅作家史铁生的话：“相信爱才是人类惟一的

救助……因为它又是众生之福——不是人人可以无苦无忧，但

人人都可因爱的信念而有福。”

原来有无爱心，才是感知有福和惜福的基点啊。

有了大爱关照性灵，把悲悯、付出、施予视为无尚福祉，人们

就可以在如烟的岁月里，给予其他生命以关怀和温暖，给予自己

以安好和宁馨。满怀惜福之心，去拥抱生命之旅的所有际遇。

通达显赫时不事张扬，慈爱而温和；命运多舛时不怨不悔，坚韧

而顽强。

弘一法师、轮椅作家史铁生至深的惜福情怀，让其自己的生

命获得了超拔。明心见性，恒久光明，心魂隔着时空隐秘汇合，

彰显着钻石恒久不息的光泽。

很欣赏米沃什花甲年写的《礼物》一诗：“任何我曾遭受的不

幸，我都已忘记……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

大海和帆影。”米沃什的心里盛满了爱，不幸无法击中他，哀怨无

法在他的心里驻足。

一个人要感受幸福，品味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用爱战

胜苦难，驱走心间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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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先锋书香先锋””征文征文

本报贵州绥阳讯（通讯员李诗锐）1月 1日，2022
年新年第一天，一公司桐新高速公路 III标项目部利

用节假日组织全体员工开展了主题为“高效率沟通、

高效率执行”的户外拓展活动，旨在营造和谐融洽的

团队精神，激发全员的创造活力和工作积极性，丰富

员工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

拓展活动中，全体员工分成 4组，开展了队伍风

采展示、陆地冰壶、环环相扣等集体项目。团队成

员相互配合、齐心协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当初认为

不容易完成的挑战。每个比赛项目结束后，员工们

共同分享成功喜悦，体会到了一个强大的团队需要

彼此信任、有效沟通、高效合作、强大的执行力等重

要性，让大家再次认识了自我，增强了自信心，磨练

了战胜生活、学习、工作困难的毅力，激发了斗志昂

扬、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增强了鲜明的的向心力、

凝聚力。

左图是欢快、喜悦的桐新项目拓展队队员。

（李诗锐/摄）

一公司桐新高速公路III标项目部

开展“高效率沟通、高效率执行”拓展活动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崇

高的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观看建

党 100周年特别节目《榜样 6》，我深刻

感受到榜样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我们用望远镜找的不是对手，是榜

样！《榜样 6》节目以英雄的故事告诉我

榜样是1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卫国戍边

英雄团团长”祁发宝；是扎根边疆 40多

年，让牧民脱贫，让草原变绿的将军之

子廷·巴特尔；是 57年如一日扎根边防

一线被誉为边境线上“活界碑”的魏德

友；是团结带领党员干部开创网格化党

建模式，被称为“新时代城市版的‘枫桥

经验’”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孙金娣；

是牢牢扎根于南海深处，推动七连屿成

为南海璀璨明珠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的海南省三沙市七连屿党工委；是

“为国铸盾”的功勋人物陈定昌；是兑现

“水过不去、拿命来铺”的，被誉为“当代

愚公”的“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是

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多年，被称为

“燃灯”校长、大山妈妈的“七一勋章”获

得者张桂梅。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件

件非凡的事迹，发人深省，我们从中感

受到榜样们为人民为社会而无私奉献

的人性光辉，感受到为事业虽历经磨难

而初心不改的坚守。

他们之所以成为楷模，凭的是超常

的专注和热情、韧性和不屈、超越时代

的觉悟与信念，在功勋的背后我们应看

见“牺牲”“奉献”“服务”“担当”。作为

年轻一代筑路人，瞻仰榜样事迹后深感

愧疚，自觉思想、能力、行动上欠缺很

多，我们学习榜样，就是要汲取榜样的

力量，牢记身体力行、实干兴邦的道理，

追崇乐于奉献的思想境界，练就过硬的担当本领，这样才能无愧

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新时代开路先锋的伟大梦想。

“君子若何？何为君子？当身体力行之！”自从贺龙同志手

中接过“开路先锋”大旗，筑路人就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听从党的

召唤、服从党的指挥，在祖国建设领域攻坚克难，在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中主动作为，在区域协调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中勇于担

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地震洪涝等重大灾害中冲锋在前，这

无不是千万筑路人身体力行，实干兴邦的结果。为走好新时期

企业改革发展长征路，年轻一代的我们要始终树牢强化基础抓

执行、深化改革重落实的思想观念，人人起而行之，全面履行好

建设责任、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

孔子有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正是

意识到生命之可贵，才有了仁者爱人，才有了推己及人，为他人

的生命安危奋不顾身的高尚之举，为人民而奋斗的崇高之举。

强化基建建设是促进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为人民谋福利的

大好事，这就注定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是一个艰苦的行业,是一个

奉献的行业,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行业。新时代开路先锋应怀

揣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以筑路人卓越的劳动智慧、以建设者舍

己为人的拼搏奉献精神，追逐“奉献之光”，创造出更多天堑变通

途的奇迹。年轻一代筑路人要始终与民族同命运、与人民共呼

吸，凝聚起奋斗、奉献的强大精神力量，创造出更多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自身的精品之作。

古人云：人不率，顺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学习榜样，就是

要把榜样的优秀品格、崇高的精神化为学习、工作的动力，在实

践中练就担当本领，在平凡的工作中努力取得新进步，新业绩，

这正是我们学习榜样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年轻一代筑路人要始

终保持精益求精，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在平凡中创造非凡，在平凡中孕育伟大。

通 向 光 明 （胡玉兰/摄）

一捧起《以奋斗者为本》，我便被吸

引住了眼球。扉页上，任正非的一句话

引领了全书：“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

化才会生生不息。一切工业产品都是人

类智慧创造的。华为没有可以依存的自

然资源，唯有在人的头脑中挖掘出大油

田、大森林、大煤矿……”这说明，人力资

源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虽然我所在的企业与华为公司，一

个是国有企业，一个是民营企业，但是在

这个全面竞争的年代，全面市场化的年

代，我们没有比华为占有更多的资源、没

有任何多余的优势而让自己沾沾自喜，

甚至固步自封。华为作为一个在没有任

何多余优势资源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公

司，必然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既然人力资源才是最重要的资源，

那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就是一个企业最重

要的工作。管理人力资源，首先要明确

人所创造的价值，要迅速评估每个人所

创造的价值，引导所有人创造出最大的

价值并按照贡献大小进行分配。而对人

员的管理，更重要的是组织架构的科学

性、合理性。任何企业的成就，都是靠员

工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但是如何干、怎

么干，以及有关的指导，就是组织架构提

供的支持。而组织架构当中，承担各级

任务的就是各级干部。

如何做好、管好、用好干部，是人力

资源的核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部分。

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果没有

好的治理架构，没有在各个岗位上尽职

尽责的干部，谈管理就是空谈。

华为好的做法，我们企业现在的管

理，是否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呢？回

答是肯定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

不断自我反省、自我革命，这是党对我们

的要求，更是自我发展的动力。不能因

为过去取得过一些成绩，就盲目自大、不

思进取，我们应当看到自己的不足。

书中，我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是

华为公司对管理中的一些关键词语，有

简单明了的定义，不晦涩，让普通员工都

能够瞬间明白其中的含义。例如公司价

值。华为对此的定义的是：公司价值是

公司各种要素和能力的综合反映，销售

额的大小不能代表一切，当期财务报

表也不能完全反映公司价值。在公

司持续经营的条件下，这个价值应表

现为公司显示的获利能力和未来潜

在获利机会的货币化表现。因此，华

为对公司价值的追求，只能是持续有

效增长。我们可以从这句话里面看

出，华为的成长，不是野蛮生长，而是在

有获利能力和未来还能继续获利的条件

下的成长。华为能够长到今天这么大，

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在这点上，我感

觉有的兄弟单位为了做大规模一味儿的

承揽项目，导致最终的获利水平下降，盈

利不但没有，反而持续亏损，甚至越亏越

多。这种情况，就与一个企业应当良性

发展背道而驰，这种规模，不要也罢。

这种简单的道理，本书中还有不少。

像“活下去是企业的硬道理”“价值创造

的辩证关系”等，语言朴实无华，道出了

经营中的“真金白银”。我感叹华为公司

的朴实，感受到那种对客户的真心支持。

我还要认真学、深刻悟，汲取其中更

多的干货，启发自己的思路，指导自己的

工作，并协助自己的企业更好发展，让自

己的企业成为让更多人尊敬的企业。

祝贺建党百年
·刘 帅·

百年大党历沧桑，力挽民族于危亡，

而今披荆又斩浪，华夏荣光万世扬。

南湖的红船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100年前，小小红船从南湖畔启

航，劈波斩浪，驶向光辉彼岸。小小红船，见证了一个百年大党诞生、壮

大的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我来到了嘉兴瞻仰了南湖红船，

回顾党的“一大”历史，追寻百年前在这里发生的那个开天辟地大事件。

南湖永远是那样妩媚动人，空气中弥漫着丝丝儿花香。乘坐游船

来到湖心岛，远远的便看到那艘灿亮夺目、改变民族命运的红船犹如一

个巨大摇篮，悠然停放在湖心岛旁，瞻仰的人群川流不息。我怀着激动

的心情，迫不及待的大步走向红船。

一湖烟波无声，有幸见证“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的一大代表开

会所乘的画舫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

2005年 6月 21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

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文章，首次公开提出

“红船精神”，并深刻阐述了“红船精神”的主要内涵：开天辟地、敢为

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

民的奉献精神，并明确指出了“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精

神之源。

“红船精神”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底蕴，

它同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宏阔实践中所形成的井冈山精

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

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

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一块儿，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

“红船精神”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实践中形成的伟大革

命精神，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红船精神”所蕴含的首

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内在一致、高

度契合、一脉相连。

2017年 10月 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个星期时间，习近平总书

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红船，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并发表重

要讲话，再次阐述了这里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我们党的根脉。

他号召全党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让“红船精神”永放

光芒。

红船启航，在那个火红的七月。星星之火疾速蔓延，把中华儿女的

激情燃烧，把黑暗的角落照亮，以不可阻挡之势，燎原于华夏大地。百

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党从当初全国只有 50多名党员，到现在全国党员总

数已超过9000多万名，成为全世界的第一大党。

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

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正是南湖红船留给咱们

宝贵的“红船精神”，“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在嘉兴南湖，

看到一帧帧珍贵历史图片，聆听讲解员的精细解说，我对于“红船精神”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红船的红，不是她的颜色，而是象征着中国革命的红色精神血脉，

这是咱们党的精神力量。

红 船 精 神
·龙施竹·

多么美的银杏叶

偶尔 一阵风吹过

漫天飞舞的黄蝴蝶

打破了秋天的寂静

多么美的红枫叶

邂逅 午后的阳光

会唱歌的小小鸟

悠闲穿梭在枝头

你来了 你来了

乘着翩飞的黄蝴蝶

听着枫叶与雀儿的私语

从晚秋深处走来了

深藏着的许多秘密

谁能将她打捞

附着红黄交错

迎来银色的童话

秋 去 冬 来
·陈芳菲·

星火牵吟兴未收，中宵嗟慨立岑楼。

自经冰雪修梅魄，不入雕笼类絷囚。

前事何堪长谶悔，余生可待莫言休。

一朝霜匣砉然破，剑气冲霄贯斗牛。

夜 书 怀
·月 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