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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陈宁

★湖南之行，所听所见所感，犹如闪电照
亮心灵，犹如清泉荡涤灵魂。理想产生信仰，
信仰产生信念，信念产生追求。党员干部，只
要心中有信仰脚下就有力量。只有心怀坚定
理想，才能补好“精神钙”，长好“钢筋骨”，才
是最可靠的“护身符”；才会有底线意识，才会
有所敬畏，才能从“信仰危机”的精神状态中
摆脱出来。 （市关心下一代工委 姜文）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参加韶山红色教
育培训，寻访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重温那伟
大的历史记忆、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洗礼。此
行坚定了我的理想信念，增强了我的党性观
念，激发了我干事创业的斗志！

（沙湖工商所 王巍）

★韶山之行，使我思想上受到深刻的教
育，灵魂上受到洗礼，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
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更应
该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牢记党
员的义务，将“韶山精神”传承下去。

（毛嘴镇珠玑片 别建明）

★斯诺是这样描述：“毛泽东，有着中国
农民的质朴纯真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
笑”。这种朴素的性格造就的人格力量。 我
们锤炼党性，就是要从毛主席的人格魅力中
汲取营养，坚定信仰，焕发出干事创业的坚强
决心与信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出更大的成
绩。 （沙湖原种场 冯智勇）

★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学习伟人淡泊名
利、甘于清苦、甘于寂寞，勤勤恳恳、无怨无悔

的奉献精神。在工作中，我们要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不争名利，不计得失，一心为民，
真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市粮食局 赵艳华）

★一直以来，我对湖南这片土地拥有别
样的感情，因为这里诞生了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孕育了众多为新中国
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湖南之行给了
我很多感触，使我对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入认
识，对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也
更加敬佩。 （市住建委燃起管理所 黄正红）

★在韶山红色教育中，我主要有三个方
面的提高。一是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二是更加为民服务宗旨观念更强了。三
是更加努力学习提升政治素养。

（陈场镇规划管理办公室 陈 斌）

★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向毛主席三
鞠躬,近距离感悟伟的人格魅力。“韶山精神”
是毛主席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九合垸原种场 黄必荣）

★从贫穷落后走向小康，从列强凌辱到
大国风范，从筚路蓝缕到始见山林，从故步自
封到改革开放，在风雨中成长的祖国，最不能
忘记的是那重如泰山的誓言，是那无坚不摧
的信仰。正是成千上万，前仆后继，绵绵不息
的拥有铁的信仰的共产党人，才有我们今天
愈发强盛的中国。让我们坚定信念，豪迈前
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创更加美好的未
来。 （市改革办 张光超）

★近距离接触革命元素，面对面感受红
色精神，加深了我对韶山精神的理解，增强了
对党的热爱，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学习培训成果，将转化为凝聚党性共识、助推
工作前进的强大动力。（市文广新局 罗会丽）

★红色之旅真切地感受到祖国的今天来
之不易，安定祥和的生活来之不易。在当前
瞻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生活和战斗
过的地方，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深切的感到
共产党的伟大，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三伏潭村镇办 蔡金波）

★“韶山精神”，其内涵就是“牺牲、奋斗
和奉献”的胸襟，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豪情。我们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就
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立足本职，扎实工
作，加快推动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推进我
市水乡田园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

（市质监局城区分局 张泽伟）

★当代青年应该见贤思齐、胸怀祖国、心
系天下，形成正知、正念的家国情怀，树立正
确的家国观念。我们应该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用自己的无私奉献肩负起时代和国家赋
予的责任和使命。 （市环保局 肖华）

★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敬仰和崇
拜之情，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只有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带领我们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崇高信念，团结
奉献，努力工作，求真务实，爱岗敬业，用实际

行动为党旗增添光彩。（张沟镇人大 李军红）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自
己肩负的责任，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让自己
有更强烈的党员意识，真正发挥好先锋模范
作用。（市特种物资行业管理办公室 肖登武）

★学习领袖魅力，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
心使命。爱岗敬业，脚踏实地，勤奋工作，为
建设仙桃水乡田园城市和现代化强市而努力
工作。

（市税务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刘
文俊）

★在韶山，我重温了入党誓词，看到了众
多的文物，听见了动人的故事。一代伟人毛
泽东同志开启了 20 世纪新中国历史的伟大
篇章,以其卓越才能和盖世功勋在世界舞台
上确立了世纪伟人的崇高地位，他的崇高精
神、伟大品格、科学思想、丰功伟绩，永远铭记
在我们心中，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
国人民不断奋勇向上。

（郭河镇镇委 曾令勇）

★有幸踏上毛主席故乡这片热土、圣地,
寻访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感受积淀深厚的
韶山精神,心情激动不已。只有亲身来到韶
山,才能真实感受到那山、那水所带给你的震
撼。接受精神和心灵的洗礼，“韶山精神”成
为共产党人永葆工作激情的动力!

（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 刘慧）

★踏入岳麓书院，敬仰之情便油然而生，
这里弦歌不绝，延绵千年。青年时代的毛泽
东、蔡和森等曾在这里学习、聚会，从事革命
活动。如今，这里早已与湖南大学融为一体，
成为新时代一座知识的殿堂。一座书院，读
它的历史，感悟的是力量。

（市国安办 卢飞）

★追寻伟人足迹，感受伟人智慧和风采，
感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留给我们的宝贵精
神财富：牺牲，奋斗，奉献。主席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博大胸怀和艰苦奋斗、严于律己
的高尚情操，为祖国富强、人民幸福所做的巨
大努力和牺牲，将为炎黄子孙永世铭记。

（市检察院刘彩）

★走进韶山，走进毛主席的故乡，我们感
受到了一种红色信仰下的坚定，感受到革命
先辈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蕴含着的红色力
量，感受到作为共产党人那坚不可摧的理想
信念。 （市城区房屋管理所 刘玉川）

★冒着绵绵秋雨汇聚在伟人的铜像下,
我们用别致的花篮,虔诚的鞠躬,深情的仰望,
热爱与崇敬之情,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
这里，我们感受到了伟人不朽的风范,耳畔仿
佛又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了!”那震撼世界的历史回声,胸中倏然间升
腾起一股喷薄的力量。 （市城投公司 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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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坚定理想信念
——市委党校秋季学期科级干部培训班学员赴韶山接受党性锻炼作品选登

韶山冲，站在这令人魂牵梦萦
的革命圣地，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这里山色清濛，峰峦耸立，翠
竹苍松，山川相趣，处处透溢着肃
穆与静谧。一拨又一拨的人们列
队慢行，追寻伟人足迹，接受心灵
的洗礼。

步入伟人故居，土墙青瓦和陈
列已久的简易卧床、书桌、衣柜、石
磨、水车、牛栏历历在目，心灵无比
震撼。正是在这个透着农家质朴
的小屋里，让我们从平凡中领悟到
了伟大。

韶山冲养育了毛泽东，也把毛
泽东与新中国的革命历史紧紧联
系在一起。1910年秋，17岁的毛泽
东在韶山冲读了6年私塾后，走出
韶山冲到长沙求学，在探求真理的
艰辛征途中最终确立对马克思主
义的坚定信仰。正是在韶山冲这
个红色革命摇篮的孕育下，韶山先
后有1598名革命志士在历次革命
斗争中前仆后继、壮烈牺牲，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

走出伟人故居，我们心潮起
伏。一代伟人，就是从这座房屋走
出，从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华
民族最炫丽的事业。“平凡”和

“伟大”不断地在我们脑海里交替。

在返程的大巴车上，班上同学
齐声高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
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
谋 幸 福 ，他 是 人 民 的 大 救 星
……”。这歌声唱出了亿万人民对
一代伟人的崇敬与怀念，也激励着
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
（仙桃工业园规划建设局 雷本银）

韶山不高，但却巍峨雄壮！今
日韶山，红色革命摇篮，因伟人毛
泽东而享誉中外。

韶山不高，但却光芒飞扬！少
年毛泽东立下“学不成名誓不还”
的誓言走出韶山冲，踏上了追求真
理和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站立
在主席故居前，我联想翩翩，“唯有
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
泽东思想的光芒，照亮我们前进方
向。

韶山不高，但却永远与伟人同
在！主席铜像背靠韶峰，面向东
方，身着中山装，手执文稿，双目炯
炯，微露含笑，神采奕奕，重现了人
民领袖在开国大典上的风采，表达
了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思念和敬
仰。敬爱的毛主席与韶山儿女和

全国人民同在！
如今，韶山已成为“红色之

旅”的热土，走过毛主席故居、铜
像广场、滴水洞、南园学堂、毛主
席纪念馆、诗词碑林，每到一处无
不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与
敬仰，无不感受到革命精神的神
圣与崇高。

青山不老，韶水长流，愿毛泽
东思想永远与日月同辉，毛主席永
远与人民同在！

（仙桃职院医学院 肖少华）

金秋时节，怀着无比敬仰之
情，我们走进红色革命圣地韶山。

我们随着络绎不绝的人流来
到毛泽东铜像广场。群山环绕、青
松翠竹掩映、鲜花簇拥下的毛泽东
铜像广场气势恢宏。毛泽东铜像
身躯高大，体态稳健，面带微笑而
又沉思，成功地塑造了领袖在开国
大典时的伟人风采。

铜像前，人们神情肃穆，毕恭
毕敬，依次鞠躬、献花,有些老人竟
热泪盈眶。毛主席从小就有远大
理想，爱国家，爱人民；他有顽强的
斗志，有钢铁般的意志；他生活俭
朴，一生清廉，他不谋私利，没给自
己家人留下一点财产，而给中国人

民留下了闪光的思想和宝贵的精
神财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韶山冲上屋场,一代伟人毛泽
东主席的诞生地，在这里度过了他
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故居墙上悬
挂的毛主席六位亲人杨开慧、毛泽
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和毛岸
英的照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缔造者中，恐怕没有哪个家庭会像
毛泽东一家那样作出巨大牺牲
的。他的六位亲人先后为中国革
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是全
国唯一一家系统展示毛泽东主席
生平事迹、思想和人格风范的纪念
性专题博物馆，全国优秀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
地，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
资料中心和研究基地。

到韶山，是一次红色的重温，
缅怀伟人，在品味伟人的人格魅力
中我们收获了信念的坚定。到韶
山，更是一次文明的感悟。韶山，
全国文明城市序列最小的县级市，
在“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凝聚下，处处彰显文明的
细节。韶山，下次我还会再来。

（市文明办 杨洪涛）

韶山，一座让人仰望的山

这是毛主席 1947 年为陕北中共
佳县县委的题词，现存韶山毛泽东同
志纪念馆。此次韶山之行，我有幸见
到并拍照。毛主席为何要为一个县
委亲笔题词？带着这个疑问，查找资
料，探究一番，背后故事，令人震撼。

1947年秋，是解放战争最困难的
时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想把佳县
打下来。但临战却发现胡宗南部已
将这一带抢掠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
粮根本无法打仗。毛主席计算了一
下，仗要打 3 天，需 12 万斤粮。他问

佳县的同志有没有办法。回答是：把
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上一
天；把地里未成熟的玉米、谷子收割
了，还可吃一天；剩下的一天，把羊和
驴都杀了。战斗打响，群众拉着粮、
驴、羊支前，解放军打到哪里他们就
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后方的百姓
自己吃树叶树皮，吃观音土。战后很
长时间，这个县都看不到驴和羊。战
斗胜利，毛主席为佳县题写了“站在
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 个大
字。

毛主席的一生，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他始终如一地坚定
地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同
情劳苦大众，同情弱势群体，见不得
剥削和压迫，听不得劳苦百姓的哭
声。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也正是因为始终紧紧“站在大多
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我想，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
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
不败之地！ （市网信办）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走近你的时候
又见湘江北流
说出我的感受
你像前行的龙舟
在这里指点江山
是谁独立寒秋
在这里激扬文字
是谁把真理寻求
谁主沉浮一声问
东方的伟人
让人民崇高在心头
仰望那一双巨手
那是方向的指引
站起来的中国
曾让宣言响彻宇宙
橘子洲头让红色不朽
给我红色的信念
让我在生命中固守
橘子洲头让红色壮丽
给我红色的基因
让我在新时代奋斗

（市政协办公室）

走近橘子洲头
吴蔚霞

秋高气爽赴韶山，凭吊追思泪眼酸。
立志孩儿施抱负，探寻圣哲出乡关。
救民拯世彪青史，改地换天谱巨篇。
伟绩丰功昭日月，江山永固更相传。

（市公安局毛嘴派出所）

瞻仰毛泽东韶山故居
张新明

伟人故里何处寻，
韶山之冲映苍松。
天高云淡残荷立，
风起云涌旧事催。
出关救民男儿志，
入京济世百姓情。
独立寒秋有遗篇，
壮志犹酬在洲头。

（市经济开发区化工产业园管委会）

韶山之行有感
李友山

文韬武略世无双，睿智豪迈其飒爽，
指点江山诗文扬，救国救民伟业创。

（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

追思伟人毛泽东
陈萍

红船星火满湖晖，宝塔光芒照四维。
遵义纠偏前路正，长征导向凯歌飞。
钟山雨骤王朝落，西柏风清华厦回。
今日赤旗天下卷，东方翘首众心归。

（市体育局）

颂 党
胡荣

湖湘金秋，万木繁盛，满眼高楼。
瞻主席铜像，缅怀深切，领袖故

居，震撼感受。
岳麓书院，橘子洲头，踏寻伟人足

迹走。
心澎湃，观实景演出，满面泪流。
二十八载浴血，六十九年光辉奋

斗。
逢英明领导，凝聚九州，扫黑除

恶，贪腐低头。
深化改革，一带一路，引领世界大

潮流。
重践行，新时代思想，全力争优。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沁园春·伟人故里感怀
吕咏梅

闻名潇湘水，天下橘子洲。
毛公点江山，椽笔生岳麓。
伟人丰功铸，万世永不朽。
而今国富强，吾辈壮志酬。

（市高新区社会事务局）

游橘子洲有感
周攀

秋雨濛濛赴韶山
心怀敬意不畏难
虔诚瞻仰伟人像
缅怀先烈情思长
领袖开国功盖世
韶山精神永相传

（市安监局）

信仰之旅韶山冲，缅怀伟人毛泽东。
主席从小立壮志，学习革命不放松。
主席教诲记心中，勤政廉洁必为公。
是非分明树正气，鞠躬尽瘁立党风。

（市城管局）

参观毛主席故居抒怀
郭建华

湘雨蒙淅，润如韶乐，引贤来仪。
闻山鸣谷应，林声花语；苍松翠

柏，目旷思怡。
祥云潇游，映镜湖舟，山河竟此潮

头屹。
待风启，立九州圣地，抚今追昔。
后生尤其赤诚，铭初心信仰躬身

忆。
看东方红日，辉洒乾坤；平民富

裕，践实真理。
治国理政，跨新时代，民族复兴中

国梦。
跟党走，记根本宗旨，实干奉绩。

（市总工会、市政府办公室）

沁园春·韶山行
黄玉洪 程文字

恰逢金秋，群学毕至，韶山中轴。
料群峰俯首，虔心聆音；众生折

腰，钟灵毓秀。
虎踞山冲，龙蟠湘水，气吞万里全

金瓯。
抚古今，问天下英豪，谁最风流？
遥忆秋晨狮吼，开亘古先河风雷

骤。
渐星火燎原，喷薄东方；鸣戈嘶

马，征尘未休。
长缨再握，旌旗所指，凶顽敌酋顿

束手。
立天楼，定玉宇澄澈，遂成北斗！

（市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