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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
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
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习近平

读《清贫》谈体会 赓续红色廉洁基因

旅客服务保障部 李小京 绘

1935年5月26日，方志敏在狱中
写下了《清贫》一文。时隔86年，重读此
文，发现正是先生写下此文的时间。86
个春秋冬夏，岁月更替，时空穿梭，通过
简短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了，在那个狭
小又阴暗的囚室里，先生奋笔疾书的
场面，那时的他是怎样迫切地想把他
所期待的那个世界告诉所有人，是怎
样渴望着看到他所坚持的梦想变成现
实，是怎样“矜持不苟，舍已为公”，带
着从容赴死的决心而写下这些的。

多希望能告诉他，你所信仰的是
对的；多希望让他看到，当下这个美丽
的新世界；多希望他能知道，他的牺牲
是多么的光辉伟大，他当年写下的那
些文字，被编进了孩子们的课本，传扬
诵读。他的名字在86年后的今天，依
然熠熠生辉。

回望历史，审视当下，当年方志敏
的妻子廖敏不幸被捕，妻兄向方志敏
要四百大洋的保释费，方志敏听后摇
头拒绝了。他说，政府的钱来得不易，
可以做许多事，还是另想办法。最后
廖敏在朋友的帮助下才获救。正是这
样的品格和气节才能写出“为革命而
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
命事业”这样的话。也正是无数像他
这样的英雄们，才铸就了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

在建党百年这个时间学习党史的
意义，正是通过回顾着百年来的辉煌
历程，感念英雄，也警示自己，时刻牢
记先烈们的嘱托，他们用生命的代价
而实现的梦想，值得每一位共产党人
用生命坚持守护下去。

通信导航保障部 孙丽娜

幸福生活勿忘英雄

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一百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的
先烈为了初心使命，前仆后继、抛头
颅、洒热血，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幸
福生活。只有不忘先烈，继承并实现
他们的遗志，才能告慰先烈们的在天
之灵。

今天重读《清贫》，是为了纪念先
烈、深刻缅怀方志敏烈士的崇高品
格，也是对自己心灵的一次净化过
程。通过学习方志敏烈士不贪不沾、
廉洁无私的精神，从先烈身上汲取宝
贵精神财富、凝聚前进的动力。

腐败是廉洁的反面，国民党之所
以失败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
集团的腐败有直接的关系，电影《建
党伟业》中蒋介石“不反腐败就要亡
国，反腐败就会亡党”的台词，就是一
种病入膏肓的哀叹；共产党之所以能
够夺取全国的胜利并建立新中国，与
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和方志敏等无数先烈的清
正廉洁、无私奉献密不可分。党的十
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全面从
严治党上升为国家战略，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败斗争取
得了压倒性态势，充分反映了中国共
产党的自我革命、自我净化能力。消
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党

的执政之基更牢，领导更加坚强有
力，这是对先烈们最好的告慰。

学史力行，要从我做起。作为一
名党员、干部，要时刻不忘初心使命，
要像方志敏那样，甘愿过一种“洁白
朴素的生活”，力戒享乐主义。在生
活和工作中要自觉杜绝以下思想和
行为：

在精神状态上。力戒思想空虚、
精神萎靡、贪图安逸和不思进取。

在价值取向上。力戒把个人利
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不可事情多
做一点觉得吃亏，待遇稍差一点牢骚
满腹。

在工作态度上。力戒怕苦怕累，
逃避责任，得过且过。

在生活方式上。力戒追求“贵族
化”，吃喝玩乐，沉湎于花天酒地。

要将这些享乐主义的表现时刻
警醒自己，每日三省吾身；要用《清
贫》所体现的先烈们的崇高情怀激励
自己，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党员，要
立足本职岗位，拒腐蚀永不沾，发挥
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值此党的百年华诞之际，衷心缅
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牺牲的先
烈们，你们的功绩永垂不朽！伟大、
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纪检工作部 刘嘉红

缅怀革命先烈感悟清贫精神

《清贫》中所记：“我从事革命斗
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斗争
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
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
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
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是革命
烈士方志敏同志被捕入狱仍正气凛
然，坚贞不屈的英雄气节。

《清贫》一文，虽篇幅精练，却能从
字里行间看出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
色和革命气概。掌经济大权却不滥
用，始终保持党的艰苦朴素的传统美
德，为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鞠躬尽
瘁，上不愧党，下不愧民，这便是方志
敏式优秀共产主义战士的高风亮节。

贫而志远，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
克服万难，取得胜利，除了党的正确
领导外，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无数共
产党人身上坚定的理想、坚贞的信
念、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为实现伟大的理想甘于“清贫”，不
懈奋斗。

“清贫”不仅是方志敏同志留下
的深沉嘱托，更是对共产党员的深切
勉励，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永葆清
正廉洁之心，永存身体力行的革命精
神，坚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的追求，自觉抵制腐朽思想
的侵蚀，永远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
服务。 党委工作部 陈俊

《清贫》读后感
方志敏烈士写的《清贫》，我上学

时就读过，当时感觉写的很形象，却
没有很深的体会。这次按照公司党
委、纪委的要求重读细读后，结合现
在时代的巨变和个人的实际，感悟很
深，特别是《清贫》最后一句话：“清
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
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如一
记警钟，久久在耳边回响，让我警醒、
令我反思，催我奋进。

洁白朴素的生活，放在像方志敏
烈士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身上，是生动真实的写照，他们吃不
饱、穿不暖，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
了谋取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全人类
的解放、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中国人民
的幸福！是他们用生命和热血换来
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当我们尽

情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可曾珍惜这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可曾思考过
如何赓续红色廉洁基因为国家为党
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方志敏烈士虽然离开我们已经
86年了，但他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永
在，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作为一
名新时代共产党员，将时刻以老一辈
革命家为榜样，学习他们坚定不移的
理想信念、扎实务实的工作作风、百
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心系国家的深厚
情怀，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
斗、开拓进取，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工会女工委 牟东梅

读方志敏烈士《清贫》心得体会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
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
方。”这是方志敏同志的《清贫》中的
名句,也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今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重读《清
贫》,感到分外的亲切。

反复默读，掩卷沉思，追昔扶今，
感悟颇多。在我看来，清贫不仅是一
种生活的方式，更是一种至臻的精神
境界。它的丰富内涵就体现在“坚守
信念、无私奉献、清正廉洁”这十二个
字。

我们学习和弘扬方志敏同志的
清贫精神，就是要保持“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纯洁思想，就是
要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泊
心态，就是要保持“浴不必江海,要之
去垢”的朴素作风。只有把“清贫”当
成一种境界，一种追求，它才能成为
人生的一种动力。有了这种动力，才
能战胜人生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真正做到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
事，清清白白为官。

建设管理部 于晓波

颂“清贫”精神

学生时代读《清贫》这篇文章，我
们多半是体会到先烈的伟大与无
私。而今天，我们以党员的身份重读
方志敏，不难从他的清贫精神中感悟
到信仰的力量。

方志敏同志清贫一生，为了支持
革命，宁愿饿着肚子编刊物写文章，
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在艰苦抗战的
日子里，他以身作则，教育战士一不
拿钱、二不贪名，为实现共产主义而
革命。在一次缴获敌人20多万银元、
2000多两黄金和许多枪支之后，他和
他的战友们并未把它当成战利品，仍
然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方志敏的

“清贫”精神，正是共产党员应有的
“矜持不苟、舍己为公”的美德，它来
源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作为中
国共产党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
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方志敏同志有
着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一点，我们从
他的很多文章中都可以体会到，例
如，他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朋友，我相
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

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
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
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
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
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
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从
这段振奋人心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
一位共产主义者坚定的理想信念。
可想而知，一个深陷狱中的革命者，
在那样黑暗的年代，能够预言未来中
国美好的样子，是需要多么坚定的理
想信念，而今天的我们，正好生活在
他描述的可爱中国里，又是多么幸福
和自豪，所以我们要感恩、要珍惜、要
接续奋斗。

通过重读《清贫》，我深刻体会到
先辈伟大的清贫精神、坚定的理想信
念和不屈的奋斗意志。作为一名党
员，要保持清正廉洁，筑牢拒腐防变的
底线，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要坚定理想信念，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勇
于担当作为，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商旅发展分公司 贺长樱

守住清贫，守住信仰

重读方志敏烈士《清贫》一文，感
觉通篇文字言简意赅，给人以钢铁一
样坚硬的力量，蓝天一样高远的意
境，仍有震撼心灵之感，让我获益良
多，感悟颇深。

文中方志敏同志写道“经手的款
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
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
业。”方志敏的清贫是一种高尚的品
质，是一种人格的力量。他为了人民
富裕、祖国强盛，安于清贫的生活。
我们这一代人要学习方志敏清贫精
神，始终保持着党的艰苦朴素的传统
美德，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鞠躬尽瘁。

“在他被俘的当天，抓到他的士
兵渴望从这个大官身上找出一些金
镯金戒指之类的，可翻遍了他全身也
只有一只表和一支笔”。方志敏幽默
地提到了他“唯一的财产”就是“几套
旧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
这段话是多么发人深思啊!他掌管着
经济大权，却不滥用公权力，毫不为

己，一心为公，时时处处体现出上不
愧党、下不愧民的勤政、廉政的高尚
品德。

清贫的方志敏其实很“富有”，这
种富有就是共产党员的精神和理
想。他乐于清贫，是为了“中国一定
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可见，
对清贫甘之如饴，乃是因为选择了崇
高事业！贫而不卑，安于清贫，禁得
住诱惑，守得住清贫，是一个具有崇
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应
当具备的高贵品质。

作为计划采购科的老职工，要增
强清贫意识，树立节约每一分钱就是
增加企业效益的观念。与供应商打
交道，避免私下往来，拒绝金钱贿
赂。采购按照“阳光采购货比三家，
最大限度为公司节约成本”的原则，
公平、公正、公开选择供应商，力争物
美价廉。

综合保障部 綦娟娟

读《清贫》有感近日支部主题党日，书记带领党
员同志重新学习了方志敏同志《清贫》
一文，依稀记得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
还是上学的时候，但是不同的时候学
习总会有不同感悟，我认为“清贫”应
是一种传承。

恰逢此时我正在看《觉醒年代》，
所以对于这篇文章的学习，让我有了
更深的触动。何为清贫，这是一种信
仰，更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的体现；何为清贫，这是一种奉献，更
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体现；何为清
贫，这是一种态度，更是坚定革命信念
的体现。方志敏为什么会有这份担
当、这种意识，我认为也是与他少年时
接受到的教育密不可分。他喜欢学习
中国历史，尤其敬仰岳飞的“精忠报
国”、崇尚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
青”、推崇于谦的“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些都为他以后的革命事业打下了信
念基础。在了解他的简历时，也充分
印证了这一点。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应铭记
历史，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者所留

下的宝贵财富、革命信念。即使在这
个和平年代，这份信念也能成为爱国
爱党的重要体现。清贫是为了给予国
家更好的未来，清贫是为了告知国人
不能忘本，清贫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中
国梦而不可或缺的信念。我们不仅要
将这个信念牢记于内心，更应将这份
信念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就如方志
敏年少时所受的教育一样，这种信念
需要去传承。清贫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情，清贫也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去宣
扬的品德。就如18岁的陈祥榕，在我
们认为他还是个孩子时，他已经成为
一名战士保家卫国，因为他说“清澈的
爱，只为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多
少青年人的爱国心；就如袁隆平先生
用一生去实现禾下乘凉梦，多少青年
为其共勉不浪费一粒米。

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员，不管我
身处何职，只要身为一名中国人，我们
都有责任将清贫精神传承下去，后人
怎么看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
自己是不是问心无愧。

旅客服务保障部 王萌忆

“清贫”精神是一种传承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我重读了
革命烈士方志敏《清贫》一文。文章
开头写道：“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
余年了，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经
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
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
命事业。”这段朴素的语言，象一面镜
子照出了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丑
恶和卑污，又象一根鞭子狠狠地鞭挞
了当今那些极少数的贪官和腐败。

当方志敏同志不幸被两个匪兵
抓捕时，他们企图从方志敏身上搜出
一千或八百大洋来。可是，当他们只
搜到一只表和一支钢笔时，竟厚颜无
耻地说要把这两样东西卖掉换回钱
来平分。这两个匪兵的“分脏”举动，
正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掠夺
人民的财产来养肥自己，是他们贪图
荣华富贵，出卖灵魂和祖国的缩影。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派被滚滚向
前的历史车轮轧得粉碎，最后终于被
历史的洪流淹没。

方志敏同志曾说：“我们革命不
是为着发财！”他还幽默地提到了他
的“唯一的财产”就是“几套旧汗褂裤，
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这段话又是

多么发人深思！我仿佛从“叫那些富
翁们齿冷三天”的“财产”后面看到了
我们革命前辈那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艰苦奋斗
一生的崇高精神。这是真正的“传世
宝”，我们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需要
它，在当今建设强大中国的征途中仍
旧需要它。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
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
要我们为之不断地克服各种新的困
难，作出更大的努力。方志敏同志在
文章结尾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
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
困难的地方！”让这句话，作为我们每
位共产党人一生的座右铭吧！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共
产党员为了追求革命的真理，为了共
产党主义信仰，可以牺牲自己的一
切，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何况舍弃金
钱和安逸的生活！这就是我读了方志
敏同志遗作《清贫》后感受最深的一
点。我们共产党人要以革命先烈为
榜样，继承和发扬他们闪闪发光的思
想和崇高的品质，不断完善自我，在
革命建设的新征途上贡献力量。

航务保障部 杨雪梅

不可缺失的财富

一间阴暗而潮湿的囚室里，四壁
上裱糊的白纸已经变得黯黄，几处漏
雨的地方，也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
一个约莫三十五六岁的青年人，拖着
戴了铁镣的双脚，目光坚毅，走到桌
前提笔写下这样一篇动人的文章—
《清贫》。重读《清贫》一文，我内心震
撼，感悟颇深。

在革命战争年代，血雨腥风，理
想信仰的颜色和纯度需要用生命和
鲜血去浸染。在当下，国泰民安，面
对多元思想的激荡、金钱物质的巨大
诱惑、现实的挑战，如何保持一名共
产党员的鲜明本色，更是一道一刻也
放松不得的难题。

在我从事的计调员岗，既是旅行
社的基础岗位，也是核心岗位。又正
如大家所了解的，旅游工作最大的规
律就是“无规律”，一个合格的计调员
要充分满足客户的多样需求，正确的
面对自身的工作和价值，正确地处理
工作中的苦与乐、得与失、个人利益

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通
过自身努力为公司兼顾到利益的长
远化和最大化。同样，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在触碰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发生冲突时，应自觉维护集体利益，
清楚地知道什么该做，什么决不能
做。虽然无形中会挫伤好多私人感
情，冷嘲热讽也是避免不了，但也正
如文中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
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
难的地方！”

回顾我党100周年的时间里，从
方志敏，刘胡兰，邱少云，到雷锋，焦
裕禄，吴大观，钟南山，他们虽身处不
同年代，不同环境，不同岗位，但正是
他们对理想信仰的执着追求，影响和
带动着我们万众一心，勇往直前。

理想与信仰从不是自发产生的，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唯有立足本职，
艰苦钻研、筑牢信仰，坚持做正确的
事，才会结出胜利的果实。

航空国旅 田甜

立足本职 坚守信仰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
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
方！”，革命烈士方志敏同志狱中写下
的警句，代表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坚守
与信仰，同时，也揭示了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由弱小到强大、为
什么能够由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的深刻原因。

“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每
当读到这句话，我总能想起“十二分
节俭主席”刘启耀的故事。刘启耀，
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任的第一件
事就通令“反对铺张浪费，为革命厉
行节约”，逢会便强调“十二分的节
俭”，因此被大家笑称“十二分节俭主
席”。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奉命留守
苏区并保存着一个褡裢，里面大概有
13根金条和大量银元，是当时中共江
西省委全部的活动经费，一次血战
后，身负重伤的刘启耀为寻找党组
织，未及伤口愈合，就将褡裢系在腰
间，走村串寨，乞讨度日，1937年，当
他将分文未动的经费交给党组织时，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瘦骨嶙峋、疾病
缠身的叫花子竟然“腰缠万贯”，也许
在有些人眼里这绝对是不可思议，但

在共产党员的眼里，革命信念高于金
钱，革命利益高于私利，也正是因为
有了无数的他们，才有了我们现在可
爱的中国。

斗转星移，中国人民的脚步已雄
浑地迈入了二十一世纪，今日的中
国，已如无数革命先烈所愿：到处都
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
进步，此时此刻，站在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长卷之中，我深
深地感悟到：中华民族的存在、崛起、
强盛，离不开“勒紧裤腰带搞生产”的
自力更生，离不开“厉行勤俭节约、反
对铺张浪费”的踏石留印。

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现在已进入了新时代，千千万万
的共产党员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而艰苦奋斗着，再读《清贫》，让
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
是共产党员的伟大信仰。共产党员
就是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思想
上保持清醒，政治上保证坚定，信念
上始终牢固，坚决摒弃一切的不思进
取、贪图享乐，在党性培基固本上下
足功夫。

护卫保障部 郭志刚

感悟清贫

细细品读《清贫》后，我深有感
触。一个共产党员为了追求革命的真
理，为了共产党员的信仰，可以牺牲自
己的一切，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金钱
和安逸的生活又算得了什么呢!

方志敏在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件
事：在他被俘的当天，抓到他的士兵
渴望从这个大官身上找出一些金镯
金戒指之类的，可翻遍了他全身也只
有一只表和一支笔。从文章中可以
看出，清贫的方志敏其实很“富有”，
这种富有就是共产党员的精神和理
想。人们往往认为清贫就是穷，可事
实并不是这样。方志敏的清贫是一
种高尚的品质，是一种人格的力量。

这种精神和理想，正是共产党人
的“传家宝”。传金传银，多少都会花

光的，但是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是永远花不光的。我们现在的幸福
生活，就是靠着像方志敏这样的无数
革命先烈接续奋斗换来的。他们不
光给我们带来富裕的生活，更给我们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物质上的
富有能让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精
神上的富有能让人摆脱现实生活中
的种种束缚，感恩惜福、知足常乐、乐
观上进。

再读《清贫》，我认为，不论社会
多么繁荣，不论生活多么富裕，我们
都要从《清贫》中汲取精神上的养分，
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升华自
己，把那些美好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
一代代传承下去！

货运分公司 呼新艳

《清贫》读后感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
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
方。”文章结尾的这句话，使我深刻
感悟到为什么我们党能从一个只有
几十人的小党发展成为中华民族解
放和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更加明白
了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
意义。

在《清贫》中我读出了方志敏烈
士对党的性质的明确认知。共产党
是干什么的，与国民党有何不同？在
烈士思想中是无比清晰的。当两个
国民党士兵在他身上急于搜出什么
金银来时，烈士正告他们:“我不比你
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
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
不是为了发财。”烈士不惜牺牲生命
走上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既有
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有对腐败
国民党的彻底失望。事实也正是这
样，两个国民党士兵企图发洋财的丑
恶举动，也揭示了国民党的腐败已经
病入膏肓了。反观我们党，对于党自
身以及人民军队从一开始就有着严

格的纪律要求。早在1929年12月古
田会议的决议中，对于“新分子入党
条件”的一个明确要求是“没有发洋
财的观念”。这是两支军队的不同，
在根本上是两个党的不同。

纯洁的党性来自于清廉的本色、
内心的坚守。方志敏从事革命斗争
十多年，经手的钱财数是大量的，却
是一点一滴都用之于革命事业，他
的“清贫”就连当时的许多国民党高
官都感觉“颇似奇迹”。战争年代，
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国民党为什
么会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在于我们党有一大批像方志敏那样
艰苦奋斗的清廉之士，而在国民党那
里，则有一大批养尊处优、奢靡腐败
的寄生虫。

党员干部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
风，守住清正廉洁的底线。要始终以
敬畏之心对待权、以平和之心对待
利、以廉洁之心对待欲，耐得住寂寞，
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小节。

实业分公司 裘思佳

读方志敏烈士《清贫》心得体会

心有所畏，才会言有所规、行有
所止；行有所为，才算尽忠职守、负责
担当。今天借机场集团公司开展活
动之际，重读了方志敏烈士的《清贫》
一文，感受颇深，结合自身实际，谈几
点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 7月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
上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
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
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
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的
初心是什么？我想就是坚定理想信
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落实到工作生活中，就是修
心，加强党性修养；修信，保持崇高信
仰；修德，锤炼过硬品德，事不避难、
勇于担当，积极主动、真抓实干。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廉洁无小
事。作为一名后勤工作者，在申请物
料、分发物资等问题上，是存在微腐
败风险的。那如何防微杜渐？

我认为，一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
思想层次和道德修养，始终坚持以自
律为本，以廉洁为起点，时刻把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前面，时刻提醒
自己坚持立党为公不贪不占，真正把
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除
非分之想转化为保持旺盛革命斗志、
振奋精神状态的内生动力。二是要
公私分明，清正自律，“亲”“清”分开，
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筑牢思想防线，
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用正面典型激励自己，以反面
案例警示自己，择其善者而从之，择
其不善而改之。三是要培养勤俭节
约的良好习惯。方志敏同志在《清
贫》一文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
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
难的地方！”，这一句经典的话语时刻
萦绕在我的耳旁，对比方志敏同志，
我是幸运的，同时也是幸福的，没有
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正因如此，
我更要以节俭为荣、以勤奋为乐、以
清贫为美。

安全检查部王蒙

不忘初心坚守廉洁底线

旅客服务保障部 李小京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