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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这是习总书记在庆祝建党 95周年大

会讲话中提到最多的一句话，也是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一句话。

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有着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支持我们不

断前进的动力。儿时的我们都有一个梦想，无论时光荏苒，条件改变，

但是梦想还在坚持。在困难和迷惑面前，只有不忘初心，淡然处之，

坚定执着，才能不断走向胜利和成功，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

不忘初心，就是要不畏困难，继续前行。

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坎坷与挫折、迷茫和诱惑，每当遇到

失意彷徨的时候，只要心中有梦想，就不怕路途艰险，敢于披荆斩棘，

克难攻坚，走出黑暗，迎来黎明。“走百里路半于九十”。历经失败，

成功就在远方。我们只有扪心自问，想想自己最初的梦想，胸中才会

有一股激情在无声的迸发，只有具备面对逆境的乐观、智慧和从容，

才能迎来成功。

不忘初心，就是要坚定信心，目标长远。

漫漫人生路，就像田径赛跑，不能拼命向前，奔向终点，却忘记

为什么出发。只有在跑步途中，想想我们出发时的内心，才能让人生

路不偏不倚，不偏离轨道。只有内心的执着，才能让初心绽放出沁人

心脾的芬芳。

不忘初心，是一种淡然的状态。

面对纷繁嘈杂的社会，我们要保持着一种淡然的心态。只要端正

自己的心态，学会把握、学会知足、学会感恩，初心才会实现，生活

就会幸福。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漫漫人生路，拥有平淡就是拥有了从容、坦然和宁静的心灵。平

http://www.meiwenjx.com/zhutimeiwen/mengxiangmeiwen/
http://www.meiwenjx.com/zhutimeiwen/chenggongmeiwen/
http://www.meiwenjx.com/renshengganwu/
http://www.meiwenjx.com/zhutimeiwen/ganenmeiwen/
http://www.meiwenjx.com/zhutimeiwen/shenghuomeiwen/
http://www.meiwenjx.com/zhutimeiwen/shenghuomeiwen/
http://www.meiwenjx.com/zhutimeiwen/xingfumei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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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是真诚，平淡是安静，平淡是深沉，平淡中有醇美，平淡中有深情，

这就是人生中难得的一种境界。只有淡泊名利，才能宁静致远。只有

守住初心的那份感动，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才能不断前行。（永仁

县妇联 张丽梅推荐）

别样心情，回首时光
作者 雪域寒风

最美的风景在最不经意的时刻，矫首暇观，淡淡心情。

最美的自己是追寻，最美的人生在路上，美丽从来不是刻意的。

那些年，匆匆路过，不曾看见路边的落叶飘飘，像是一个个小精灵样

的舞动，也许就是生命最后的辉煌。也未曾听听寒蝉凄切，对长亭晚，

只是匆匆而过。

有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在暮春的时光看小草的新绿，在温煦的

春风中沐浴。也有野花芬芳馥郁，清新脱俗，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

丛中笑。更或者，羞涩的花瓣含苞待放，欲放含羞，微风中随绿色的

荷叶轻轻摇曳婀娜的身姿，小荷才露尖尖角……

很多很多的美景，只能矫首暇观，那些年，已匆匆而过。

很多时候拥有的不懂珍惜，当错过后只能惋惜，最美的风景在路

上，最深的感受在回忆。

曾，一个人在山顶，远远的看着夕阳，泛着微红的天空渐渐褪去，

那边是夕阳，古人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只是当时从不觉得

那是美景，境界不同，无从体会。而回忆中，嫣然那般短暂急促。

观山则情满于山，只是初见时不觉，唯有在回忆中体会。时光的

列车不会停止，看到过这样的话:最美的自己在将来。不反对，但也

无支持的理由，将来何其多，又何曾等到最美的自己，是否要等到最

后化作一抔黄土时才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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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过去了的事物才发觉美好，而那些美好在

当时只是最苦逼的追寻。

一夜梧桐雨，带着几分凉意夹着萧瑟，冰冷了那些纷扰的心绪，

一个短暂的宁静的夜。

清冷月光，倚窗凝望，清辉洒落，倚阑干回首，悠悠往事幕幕，

最美的年华在路上。

那些年，已过。

多年后，继续回忆。（永仁县妇联 山凤丽推荐）

醉在秋雨中
作者 郭雪萍

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样萧瑟的季节，总会有种点点愁思在心头的

感觉。

撑着伞，走在下雨的小路上，长裙摇曳，长发飞舞，也算是别有

一番诗意。路面湿漉漉的，漂浮着几片落叶，鞋子踩在上面，发出咯

吱咯吱的声音。这样的场景带着些许朦胧，仿佛看到了岁月游走的那

些痕迹，就像记忆中的那扇门，陈旧，斑驳，不管何时推开，都散发

着熟悉的味道。

下雨的日子里，心情也变得潮湿起来。拂了衣袖，摇了叶落，将

一缕思绪吹向远方。这样的日子，适合想念，适合发呆，也适合与时

光中的人对白。

路边，草还是绿的，花有些淡淡的枯萎，落魄了旧的时光。听雨

的日子，总是多了一些雅致，听“沙沙”的声响，听一种时光消逝的呢

喃，听丁香一样的女子从石板路上缓缓走过。滴答的雨，淋湿了多少

回忆，诗词中的楼台随着岁月渐行渐远，留下的是回味，是思索，是

那条长满青苔的江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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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时节，总有感慨，总会想起蒋捷的《虞美人》:“少年听雨歌

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

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一首千古绝唱，唱尽人生。

这是蒋捷的词，喜欢了许多年。从前喜欢时，唯觉得忧伤。如今

喜欢，喜欢其中的淡然。人生处处听雨，其实，雨还是雨，是听雨的

心慢了。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因此词而被称为“樱

桃进士”的蒋捷，一生颠沛流离，后来再也写不出这样轻妙温柔的句

子了。

雨还在下着，我的心，不深不浅，一半盛欢喜，一半盛清凉。

雨声滴答，萦绕耳边，柔婉缠绵，不禁闭上双眼，静静感受秋雨

的气息。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秋雨总是这般的典雅，曼舞轻歌，却

又缥缈无着，如文人墨客笔下清瘦词句：一花，一草，一木；一小桥，

一流水；一楼台，一亭阁；一青砖，一黛瓦；一古巷，一油纸伞；一

条千年沧桑的青石板……唯美了浓淡相宜的笔调，而我已醉在了秋雨

中。（永仁县妇联 杨世艳推荐）

放弃，也是一种选择

很喜欢这样一幅对联：得失失得/何必患得患失/舍得得舍/不妨不

舍不得。也许人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放弃，又不断得到的过程。关

键是要学会放弃，因为放弃，也是人生的一种选择。

放弃一颗树，你会得到整个森林！放弃一滴水，你就拥有整个大

海！放弃一片洼地，你就会占领一座高山！况且有些事情放弃了并不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xihuan/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deshi/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wenzhang/renshengzheli/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fangqi/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yongyou/inde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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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失去，当你放弃了对梦的追求，回归现实，你会发现那美好的一

天正等待着你，并为你敞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一颗善良的心，苦苦挣扎着在寻找慰藉。因为太爱，而决定离去，

不能给予，也不要去索取。望着你认真的眼神，心里的不舍在蔓延，

可我怎能将你匆匆的步伐为我停驻，回你一个微笑，默默的祝你旅行

愉快。

许多的事情，总是在经历过以后才会懂得。一如感情，痛过了，

才会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傻过了，才会懂得适时地坚持与放弃，在得

到与失去中我们慢慢地认识自己。既然默默相守已失去意义，莫不如

立即斩断心中那情思屡屡，放弃你所珍爱的，期待的，重新选择。其

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么些无谓的执着，没有什么就真的不能割舍。学

会放弃，生活会更容易。

放弃是一种勇气，但放弃决不是对自己的背叛，放弃自私，放弃

虚伪，你就会变得高尚，你生活的天空将是晴空万里。放弃一段飘渺

的感情，你就会变得踏实，如释重负，轻轻爽爽。

放弃，不是怯懦，不是自卑，也不是自暴自弃，更不是陷入绝境

时渴望得到的一种解脱，而是在痛定思痛后做出的一种选择。

放弃，不是噩梦方醒，不是六月飞雪，也不是逃避，更不是偃旗

息鼓，甘拜下风，而是在发现了对与错、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之

后做出的一种选择。

放弃意味着什么？放弃是一种勇气，但放弃之后，我们将走向何

处，值得深思。

放弃，也是一种选择……（永仁县妇联 冯碧慧推荐）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shiqu/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xianshi/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meihao/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dengdai/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shanliang/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yanshen/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weixiao/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ganqing/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wenzhang/shenghuosuibi/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zhizhuo/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yongqi/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zibei/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taobi/inde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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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唱给田野动听的歌

秋风用时光的旋律，用桂花的芬芳、苹果的馨香、菊花的灿烂、

牵牛花的奔放、一串红的艳丽，把一望无际的田野乡村，演绎得在自

然中沉醉，渲染得天地间空旷而又阳刚。

酷热的夏天刚刚过去，秋风吹来，秋牵着一个个节气的手，舞动

着长袖，用婀娜多姿的舞姿，用变幻神奇的旋律，动听的音符，把蓝

天吹得一会白云飘飘，一会云蒸霞蔚，一会仙女舞袖，一会又涌来千

顷碧波。更让那成千上万的雀鸟，不顾辛苦劳顿，路途遥远，赶赴银

汉，为牛郎织女架起一座相会的鹊桥，就为这对生离死别的鸳鸯说上

一晚悄悄话。

秋天的风，优雅中体现成熟和高雅。砍高粱、掐谷子、掰玉米、

刨芋头、割豆子、下苹果、晒柿子、揪石榴、摘花生、耩麦子，一个

个音符，无不让秋风演奏得动听、感人。仰望湛蓝的长空，会让你一

扫往日沉闷枯燥的苦闷，心情更加舒畅了，一股热爱蓝天热爱大自然

钟爱乡村田野的激情，便油然而生。

秋风是多情的。花朵变得更加缤纷多彩，路边山间公园各种小花，

一夜之间便把一片片一处处山川河流吹得五颜六色，吹得诗意盎然，

吹得舒展酣畅。连多情的小鸟也不愿在花丛打滚，嘴馋的小羊也不忍

心张口去啃。特别是那漫山遍野的山丹丹花，把天空的云彩染得霞光

满天。阵阵清香，优雅而芬芳，把那躲在暗处的萤火虫，引得打着灯

笼，在山野荒原中游来游去。特别是那一株株菊花，顶住尘土的飞扬，

忍得住周边花朵凋谢的寂寞，耐得住干旱的折磨，在秋风中不顾寂寞

和冷落暗自开放。

秋风是煽情的。秋风在田野打一个滚，那一树树青涩碧绿的苹果，

一层层红晕铺在脸颊上，变得又香又甜。一树树大枣、山楂就像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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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化了一样，一个个像红宝石，缀满树头，压弯枝头，甜满心头，让

路人看了都垂涎欲滴。最可爱的是那山坡上的柿子，圆晕金黄，一个

个像灯笼挂满树梢，引得小鸟满树鸣叫。

秋风是有魅力的。秋风掠过满眼绿色，霎时就会变得金黄，金色

的谷穗压弯了枝头，满坡玉米竖起一杆杆摇曳的旗子，露出一排排整

齐的金牙。乡间道路上一车车黄豆、花生透出诱人的馨香。正在收获

庄稼的乡亲，艰苦的付出得到了加倍的回报，紫铜的脸上添了少有的

红润，露出了笑容。大树仿佛一夜之间都变得金黄，满树的银杏叶、

哗啦啦的杨树叶金光闪闪，静美而耀眼。似乎是一夜之间，漫山遍野

的绿色都变成了满眼金黄，演奏起金黄色的乐章。

秋风是幽静的。秋风吹过，山野田园，变得贤淑幽静起来，没有

阳春的怒放，盛夏的狂热，活跃在林子里、小河旁、山榜上的鸟儿，

没了浮躁，唱得更加婉转悠扬。流过树根，淌过石块的小溪，不在狂

奔湍急，像少女摆动的轻纱，舒缓而宁静。“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

牛郎织女星。”秋风揉圆了那一轮轮月亮，把思恋的洞箫吹奏得揪心

荡肠，吹得每每昂起头来，一遍遍对着玉盘倾诉心中的珍藏。

人生的秋季，何尝又不是这样呢？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已经步

入了人生的秋季，虽然没了青春的靓丽，却多了成熟的韵味。“夜半

酒醒人未醒，满池荷叶动秋风”。荡漾在秋风中，静听天籁之声，虽

未喝酒人却醉了。（永仁县妇联 龙光俊推荐）

态度决定一切

有个小孩，不小心碰到了桌子大哭。有的妈妈见到后，第一个动

作就是伸手打桌子，然后哄小孩：“乖！不哭！”。而有个妈妈则不是

这样，她会要求小孩重新绕桌子走一遍，然后启发他：“人之所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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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上桌子，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你跑得太快，刹不住脚；二是不注

意看路；三是你心里在想别的事情。你刚才是属于哪种情况？”

桌子是死的，它不会主动来撞人，所以人会撞上桌子，是人的错，

而不是桌子的错。妈妈伸手打桌子，就等于在教育孩子，那都是桌子

的错，不是你的错，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的孩子，遇到事情首先是推

卸责任，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找开脱的理由，而一门心思挑别人的毛病。

而另外这位妈妈的做法，则是在教育孩子要勇敢的承担自己的责任，

而不要去一味的指责别人。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凡事总

是先检讨自己的不足。

其实，很少有事情能很彻底的分清到底是谁对谁错，往往是谁都

有错，不同的是错多错少。倘若每位当事者都能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

责任，认真地检讨自己的不足，那还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呢?

部门与部门之间也是这样，当别人给我们指出不足时，首先不是

去反驳、去争辩，而是先作检讨，确实错的，马上改，确实没错的，

也作个警示，以便更加重视。

态度决定一切。同样的事，态度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所以，要

想把事情做好，必须先把态度端正好。（永仁县妇联 杨娟推荐）

做一个努力的人

有一次，在我参加的一个晚会上，主持人问一个小男孩：你长大

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孩子看看我们这些企业家，然后说：做企业家。

在场的人忽地笑着鼓起了掌。我也拍了拍手，但听着并不舒服。我想，

这孩子对于企业究竟知道多少呢？他是不是因为当着我们的面才说

要当企业家的呢？他是不是受了大人的影响，以为企业家风光，都是

有钱的人，才要当企业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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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当然都是一个谜。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人的人生志向，

我以为当什么并不重要；不管是谁，最重要的是从小要立志做一个努

力的人。

我小的时候也曾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不外乎当教师、

解放军和科学家之类。时光一晃流走了二十多年，当年的孩子，如今

已是四十出头的大人。但仔细想一想，当年我在大人们跟前表白过的

志向，实际一个也没有实现。我身边的其他人差不多也是如此。有的

想当教师，后来却成了个体户；想当解放军的，有人竟做了囚犯。我

上大学时有两个同窗好友，他们现在都是我国电子行业里才华出众的

人，一个成长为“康佳”集团的老总，一个领导着 TCL集团。我们三

个不期而然地成为中国彩电骨干企业的经营者，可是当年大学毕业

时，无论有多大的想像力，我们也不敢想十几年后会成现在的样子。

一切都是我们在奋斗中见机行事，一步一步努力得来的。与其说我们

是有理想的人，不如说我们是一直在努力的人。

并非我们不重视理想，而是因为树雄心壮志易，为理想努力难，

人生自古就如此。有谁会想到，十多年前的今天，我曾是一个在街头

彷徨，为生存犯愁的人？当时的我，一无所有，前途渺茫，真不知路

在何处。然而，我却没有灰心失望，回想起来，支撑着我走过这段坎

坷岁月的正是我的意志品格。当许多人以为我已不行、该不行了的时

候，我仍做着从地上爬起来的努力，我坚信人生就像马拉多纳踢球，

往往是在快要倒下去的时候“进球”获得生机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就

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香港一家企业倒闭给了我东山再起的机

会，使我能够与掌握世界最新技术的英国科技人员合作，开发技术先

进的彩色电视机，从此一举走出困境。

有人说，“努力”与“拥有”是人生一左一右的两道风景。但我以为，

人生最美最不能逊色的风景应该是努力。努力是人生的一种精神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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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zhixiang/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nuli/inde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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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uwenzhang.com/wenzhang/xiaoyuanwenzhang/daxueshenghuo/
http://www.duwenzhang.com/wenzhang/shenghuosuibi/chengzhang/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fendou/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lixiang/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shiwang/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yongyou/inde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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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是对生命的一种赤子之情。努力是拥有之母，拥有是努力之子。

一心努力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想获取可谓道路逼仄，天地窄小。

所以，与其规定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获得什么东西，

不如磨练自己做一个努力的人。志向再高，没有努力，志向终难坚守；

没有远大目标，因为努力，终会找到奋斗的方向。做一个努力的人，

可以说是人生最切实际的目标，是人生最大的境界。

许多人因为给自己定的目标太高太功利，因为难以成功而变得灰

头土脸，最终灰心失望。究其原因，往往就是因为太关注拥有，而忽

略做一个努力的人。对于今天的孩子们，如果只关注他们将来该做个

什么样的人物，不把意志品质作为一个做人的目标提出来，最终我们

只能培养出狭隘、自私、脆弱和境界不高的人。遗憾的是，我们在这

方面做得并不尽如人意。（永仁县妇联 殷远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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