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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省纪检监
察战线活跃着一个诗词创作
群体。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关注时事，感念苍生，以
诗词为手段言壮志、抒豪情、
论古今、谈人生，成为我省诗
词创作队伍中一支重要的生
力军。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多次成功举办诗
词创作和交流活动，收获了
一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
诗词作品和诗词理论文章。
这些作品，或慷慨激昂，表达
爱国之心、爱民之意、爱岗
之 情 ，字 里 行 间 充 盈 着 大
气、正气、豪气，上天入地，
荡气回肠；或曲折委婉，托
物言志，借景抒怀，说乡思，
诉衷情，论诗艺，品人生，情
真意切，意境高远，见解精
深，如霏霏春雨，润物无声。

我们从中摘选部分优秀
诗文献给读者，为了展示我省
纪检监察战线诗词创作的实
力，更是为了传播正能量，以
崇高的精神去引导人。④1

编者按

前段时间，我在国防大学学习时，填
了一首词——《水调歌头·忧患》。原文
是：“西山秋月尽，登高敞胸襟。莫道学
堂寸地，疆海风云劲。纵论中外古今，眼
观烽火烟云。今日风雨轻，不会永安宁，
忌忘亡国形。风声紧，拍浪急，是险境。
东南四边起尘，不应枉自宁。聚起民众
防患，应是当下号令，远虑近忧散。世间
冷暖日，中华须觉警。”

诗言志，词咏情。诗词是中华民族
最具典型性的精神特质，也是最具代表
性的文化符号。是生活的体验，也是生
命的反思。是激情的蓓蕾，也是灵魂的
花朵。是引人拾级而上的精神殿堂，也
是照亮人生航程的智慧灯塔。置身于诗
词吟诵的现场，每位同志都被一股强大
的正能量所包围、所感染、所激励。诗词
赋予我们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
情感，它是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一种执
著、一种光明的力量。一个人要活得有
意义，就要不断汲取正能量。正能量从
哪里来？

从文化中感悟
文 化 是 一 种 社 会 历 史 现 象 ，是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智 慧 的 凝 结 ，是 人 类 文 明
赖 以 存 续 传 播 和 绵 延 的 动 力 ，推 动 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蕴含着无穷无尽
的正能量。怎么去汲取它，使自己真正
挺起腰杆走好人生的旅程？可以说途径

很多，诗词吟诵便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
汲取正能量的一种好形式。尽管我们朗
诵 还 不 是 那 么 专 业 ，甚 至 稍 显 稚 嫩 、生
涩，但因为吟诵是发自肺腑的，所以，更
具有打动人的力量。

人生是一条无法重复的河流，每一个
人的经历都是不同的，我们从他人的诗词
中去体验不同的人生阅历、领略不同的人
生感悟，从而开阔视野，涵养精神。

人生最大的满足是精神的富足，而不
是物质的攫取。只有不断提升文化素养，
从文化中吸取养分，“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才能充盈自己的灵魂、理解人生的况
味。但现代人往往会忽视这一点，常常被
物欲冲昏头脑，以为物质的东西才是具体
的、实用的，而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抽象的、
虚无缥缈的。功利物欲的膨胀，必然导致
精神本源的丧失。丧失了它，就会迷失方
向，就会丧失根本，就会偏离人生的主航
道。人与人的差别往往不在于表面、不在
于物质，而在于精神层面。一个人只有拥
有厚重的文化、丰富的心灵、深刻的内涵，
才能构筑多彩的人生。

从集体中汲取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作为社会
人，作为集体中的一员，人们之间是需要
互相搀扶、互相帮助的。如果一个人离开

集体、离开组织就会像一只离群的孤雁，
失去方向、失去动力。而一个团结的、奋
进的，用共同理想凝聚起来的集体，会给
人以明确的目标和前行的力量。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不会干涸，一
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
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改革开放前后最
大的差别是什么？改革开放以前，所缺乏
的是竞争意识；改革开放以后，所缺乏的是
集体意识。现在，有些人往往只崇尚个人
奋斗、注重个人发展，谈个人的东西太多，
谈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东西太少。国家
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大到一个国家民
族，小到一个单位部门都是一样。一个进
步的集体，能激发出强烈的团队意识和集
体荣誉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激励人们
拼搏进取、奋发向上，义无反顾、勇往直
前。诗词吟诵就是一个凝神聚力、振奋精
神的好载体，通过集体活动攒人气，让大家
都融入进来、参与进来，在舞台上充分展
示自己，使每一位同志都能感受集体的氛
围、进取的力量，并让这种力量充分释放、
加速裂变、竞相迸发、推动发展。

好的集体是一个熔炉，可以锻造人的
胸怀；好的集体是一所学校，可以陶冶人的
情操。对待自己要有自知之明，知己之短、
学人之长，见贤思齐、见不贤以自省。诗词
吟诵对每一个参与者都是一次展示，有的
寓情于景、抚今追昔，有的以小见大、直抒
胸臆，有的睹物思人、梦萦乡关……都是值

得相互学习的。对待别人要懂得包容。在
工作生活中，难免遇到矛盾与摩擦，难免遇
到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甚至还会和同
事发生纠纷。这就需要我们能容人、容言、
容事，做到求同存异，懂得诤友诤言即是苦
口良药。对待组织要摆正心态，不能因为
一次提职晚了就纠结不已，甚至心生抱
怨。个人的成长进步除了自身努力外，更
重要的是靠组织的培养，靠同志们的帮助，
没有组织提供的舞台，党员干部即使有再
大的才华也无从施展。我们必须常怀感激
之心，看淡个人一时的得失进退，讲大节而
不计小利，决不能跟组织讲价钱。

从正气中生发
正能量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正气。人

除了追求真善美，还要追求一个“正”字。
正气来源于坚定的理想信念。理想

信念是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有了
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面对艰难险阻而不
屈服，面对严酷环境而不畏惧。翻开中国
革命历史长卷，我们看到，红军长征过了
雪山草地之后，到了一个叫哈达铺的小
村，在这里获取了陕北红军的消息，确定
了北上路线，毛泽东同志挥笔写下了著名
的《七律·长征》，讴歌了红军战士不怕艰
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展现
了一代伟人百折不挠、遇挫弥坚的执著追
求。信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更是
支撑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力量之源。正是

这种力量，才使得星星之火，得以燎原；
正是这种力量，才使得红军突出重围，胜
利会师；正是这种力量，才使得神州大地
红旗插遍、迎风飘扬。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共产党人不管遇到什
么委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遇到什
么挫折，都要秉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做一
个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共产主
义战士。

正气来源于高尚的道德修养。道德
修养是一种人生境界，只有不断加强政
治修养、人格修养、生活修养、纪律修养，
才能聚升精神力量，养我浩然正气。现
实社会是纷繁复杂的，既有正面的东西，
也有负面的东西，甚至在一些场合、在特
定的时间里，负面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党员干部之所以正气不足、是非不明、善
恶不分、美丑不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道
德修养不够。“正气内存则邪不可入”。
正气是立身之本，只有树牢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良好的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培养
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形成健康肌体，增
强抵御歪风邪气侵蚀的能力。

诚然，坚守真理，抵制歪风，有时会被
误解，有时会失去一些东西，甚至还会吃
亏。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
祛除歪风邪气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决不能
把一时的吃亏、眼前的得失当作放弃追求
正义的理由。正邪不两立，水火不相容。
攀高结贵、趋炎附势，终不长久；同流合污、
腐化堕落，终要伏法。只有始终保持浩然
正气，追求崇高、秉持正义，不断提升自己
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品格，才能不断汲取正
能量，才能走得正、走得稳、走得远，才能在
人生的道路上领略亮丽的风景。④6

（作者为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纪委
书记）

正能量从哪里来
□尹晋华

在诗词这座神圣的殿堂前，我还是个不折不扣
的“门外汉”。但因为真心热爱诗词创作，我常常悉
心揣摩，总结经验，逐渐有了一些心得。我想，每一
次用心的写作，都是一次思想的翱翔、灵魂的洗礼和
精神的畅游；而每一首诗词的形成，更是一个感受情
景、升华意境、铸就风景的过程。

用心感悟 寻找灵感
很多人喜欢诗词，但就是不敢提笔创作。好不

容易鼓足了勇气，却是提笔忘词。我想，最根本的原
因还是对生活缺乏深层的观察和体悟。身为诗词写
作者，首先要有一颗敏感而丰盈的心。四季轮回，日
常风物，纷繁人世，可以写的东西很多，但要凝练而
为诗词，就需要用心去感悟，用情去体验。灵感无处
不在，思想的火花潜藏在每一个留心者的大脑里，想
到就可以写下来。不要先考虑写作水平高低，是否
语出惊人，而要看是不是真情流露，如果是，写出来
的是打油诗、顺口溜也无妨。只要开始动笔写作，只
要日日用心，日日勤于练笔，就会越写越好。

今年 2 月 18 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华在
参加省微电影文化专家座谈会时说：“我们个别官员
贪得无厌，生生被金钱埋葬了，分不清金钱是馅饼还
是陷阱？是幸福的通行证，还是立案调查的告知
书？是银行卡的财富符号，还是穿在身上的囚衣编
号？一旦东窗事发，还大发金钱害人夺命的感慨，太
多的身外之财真的需要吗？”听了这段话，我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很想提笔写点什么。我后来查阅了
元代贡师泰批判金钱罪恶的《古意》、明代谏臣杨继
盛的《言志诗》，更加深入地思索，最终一气呵成，写
下《七律·钱葬》这首诗：“一言难尽孔方兄，众语纷纭
各不同。鸟困低笼忆风雨，鱼贪活食怨江翁。扬清
抑浊还公论，李代桃僵背骂名。但抒胸中浩然气，清
风习伴世间行。”

精雕细琢 升华意境
要写好古诗词，就必须下一番苦功夫、真功夫去

研究格律。要真正做到“戴着镣铐跳好舞”，首先要
研读古人的诗词佳作。唐诗宋词如两座高峰，要攀
登，没有太多技巧，只有一首首研习，诵读，了解其中
的奥妙。这样，在自己动笔创作时，就懂得如何实现
平仄、押韵、对仗的工整，懂得去修辞炼字。

有感于今年 3 月 31 日省纪委官方微博正式上
线，我学写了《七律·偶感》这首诗：“包罗万象网一张，
大千世界且端详。微借春风言高义，织就暖衣新梳
妆。点滴心香连成线，丝缕细语排成行。化作铿锵不
绝音，绵延中原有回响。”在章法上，首联以大局统领全
篇，颔联落到实处，去写微博的诞生背景与宗旨，颈联
从具体入手，描述发布微博的真实心情和感受，尾联表
明决心，使“清风中原”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诗眼上，写
到春风，因为微博是在春天正式上线开通的，写到暖
衣，贯彻纪检监察工作“暖色调”要求，写到中原，突出
了河南地域特色和微博的名称。在炼字上，用“微”字
代指微博，用“织”字对应“织围脖”的形象说法，用新妆
表明微博新上线，还在装点打扮中。在选韵上，用

“香”、“堂”韵，表达了积极向上的心情，传播了正能量。

诗意情怀 铸就风景
诗词是中华文明极具华彩和魅力的篇章。从

《诗经》《楚辞》到汉魏古诗，以至唐诗宋词元曲，诗词
的历史绵延两千多年，一路走来，一路变化，一路创
新。在今天，诗词出现了复兴和繁荣的趋势，成为和
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生活在我
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诗词创作不能无病呻吟，而要记
录时代发展，描摹社会变迁，书写家国梦想，弘扬社会
正气。在我的身边，有一大批纪检干部，他们热爱诗
词创作，从他们的诗词中，我读出了小桥流水，读出了
人生百态，读出了高尚情操，更读出了爱民情怀。

诗人余光中曾说：“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做诗人，
但要拥有诗意的情怀，追求诗意的生活。”我们普通的诗
词爱好者如果能以诗意的情怀写作，用一首首诗词铸就
身边美丽的风景，也会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④6

情景·意境·风景
——浅谈诗词写作

□鲁 浩

春茶吟
□汪中山

九天甘露降，
农家采撷忙。
青山映朝晖，
绿萝披红妆。
巧工汤色新，
细品乾坤香。
坐看云舒卷，
极目观苍茫。

乳燕飞·过年
□霍好胜

梦醒南飞雁。
踏征程，
故乡渐远，
几时回还？
三十二年风雨路，
怎把乡愁了断。
多少次，
归心似箭。
人物皆非情依然，
两相思，
客独何需怨。
剪不断，
理还乱。

携妻带女踏歌还。
越天堑，
柴门渐近，
草堂召唤。
望眼欲穿如梦幻，
勾勒天伦画卷。
春满院，
时空无限。
相约明年重相见，
问苍天，
忠孝怎圆满？
父母在，
莫行远。

声声慢·雨令
□侯玉林

春来送翠，
夏去留红，
冬飞一片玉碎。
似画如诗风景，
惹得人醉。
千山万水漫步，
与知音品尽滋味。

更把酒庆平生，
白雪梅花无悔。

多少真情故事，
风雨里变化皆成芳蕊。
有限花时，
撒落无穷韵味。
也曾偶生误解，
气难平，
雨似花泪。
待晴朗，
玉案上，
无酒也醉。

念奴娇·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兰考讲话有感

□魏治功

中原喜雨，
焦桐新，
黄河故道尽绿。
群众路线入人心，
固我江山根基。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时代擎大旗。
仰望星空，
英烈前仆后继！

我敬人民父母，
长夜无眠，
报国敢捐躯！
征途漫漫，
往事历历。
清廉为官，
致富为民，
榜样在心底。
阳光一缕，
温暖世间旦夕。

新起点 新期待
——省工商界“反对贿赂·公平

竞争”联盟活动之歌
□刘 林

曾经的风雨已成昨天，

一路走来有欣喜也有感叹。

新的期待新的起点，

看谁能交出合格的答卷。

崇廉尚俭，责任如山，

这是伟大时代的庄严呼唤。

净化环境，守护底线，

这是我们掷地有声的誓言。

来吧朋友，来吧伙伴！

让我们挺胸扬眉携手并肩，

共创廉洁社会风清气正花好月圆。

兵马俑
□马海盈

是列队即将出征
还是鏖战中的休整
威武的面庞
还带着气吞万里的豪放
瞳孔肃肃
是否在回放着
彼此弯弓的疆场
塞风萧萧
战马踏踏
剑戈熠熠
寒光如霜
大风起兮云飞扬
秦时的明月
见证了血与火的故事
千年未尽的
依然是强国梦想

满江红·祭英烈
□郭佑安

看 4 月 7 日新华网，湖南省东安县村民刘孟
江祖孙三代为抗日名将王甲本守墓 70年，感怀至
深，思绪万千。是日也，和风轻拂，丽日高照，仰
望苍空，慎终追远。

抗日硝烟，
弥漫处，
一代豪杰。
战强虏，
气贯长虹，
意志如铁，
三湘浩荡忠魂舞，
五岭巍峨鬼神怯。
驱倭奴，
光复好河山，
真英烈。

杜鹃花，
染碧血。
湘妃竹，
朝天泣。
祭英灵，
守望群峰壁立，
薪火相传中国梦。
炎黄子孙齐努力，
图富强，
告慰我先贤，
请安息。

满江红·卫士情怀
□李 威 王 彤

巍巍华夏，
浩气耸，
家国康宁。
竟有些，
污风浊流，
黑白不清，
纲纪伦常全不顾，
贪赃徇私恶欲膨。
若等闲，
寒了百姓心，
民怨生。

好儿女，
真血性。
我卫士，
志忠诚。
铁肩担当起，
神圣使命。
执纪如山身如玉，
高擎利剑驱虎蝇，
尽此生，
高歌清风颂，
天下平。

水调歌头·中原清风
□闫大伟

最喜豫清风，
青春历冬秋？
今日畅叙求索，
志气登高楼。
务实清廉为民，
建设和谐廉政，
服务共建投。
而立自踌躇，
壮怀树德留。

抒胸臆，
展翅游，
黄河口。
发展意绸缪，
璀璨华夏州。
逐鹿中原创新，
长歌浩然正气，
纵横多思谋。
不求名利事，
但只为民忧。

沁园春·夜
□陈 新

寥寥疏星，
皎皎婵娟，
挑灯北楼。
携同侪荟萃，
文韬攻掠；
刀笔作剑，
挥斥方遒。
责任分清，
聚焦主业，
激浊扬清任笔游。
三更过，
念妻儿今夜，
梦可安否。

沙发一枕羁留，
意恍恍弹指又一秋。
叹韶华易逝，
鬓丝如雪；
往者已矣，
来者可筹。
受命饮冰，
激扬文字，
三尺青案竞风流。
将斟酒，
梦举杯邀月，
心远神悠。④6

高 岩 绘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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