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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是一种与生
俱来的精神!它本来就
是根深蒂固的

记者!一说到!五四"精神#人们想到

的自然是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等等这

些词语% 我想请你们谈谈# 在你们心目

中 #是怎样看待 !青年人的责任 "和 !五

四"精神的& 你们心目中的爱国#应该是

怎样的呢&

李晓兵 !您的问题让我想到了梁启

超先生的 "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

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

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 少年自由则国自

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

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

地球'()

说句实话%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已经

没有了$五四)时期的青年人那么高的政

治热情& 毕竟时代不同了*国情不同了%

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大不相同了& 现

在我们国家强调的是$和平*发展)%还有

就是 $和谐)&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学

习*生活%广闻博记%增加知识和阅历%让

自己的眼界更宽%让自己的能力更强%应

该是我们$

!"

后大学生)的主题&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远离了$爱

国)& 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认同的是$爱

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 它本来就是

根深蒂固的)& 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比

较含蓄%这应该也是天生的*民族的& 无

论是老同志还是我们这些被称为$

!"

后)

的年轻人%我们都知道%爱一个人%不一

定就要天天挂在嘴边说$我爱你)& 爱国%

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 是时时刻刻都在

我们每个人心中的& 只是% 也许没有机

会%或者根本就不用刻意地去表达& 就像

我的一些出国留学的同学一样% 在国内

的时候%谁也不会天天跟自己说$我是中

国人)& 而一到了国外%无一例外%他们会

常常告诉自己!$我是中国人+ )我觉得这

就是爱国的一种体现&

张金磊!当然%我觉得这是根本不用

讨论的问题& 像我们男生喜爱的体育运

动%足球也好*篮球也好*台球也好*乒乓

球也好%无论有什么样的比赛%无论比赛

的成绩和结果如何% 我们自然都是要给

中国队加油的& 美国的
#$%

那么火%火

箭队的比赛天天看%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

那里面有个打球的中国人叫姚明& 这就

是一种民族精神体现%这就叫爱国& 它是

伴随在我们身边的% 时时刻刻都无法分

开&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的$

!"

后)大学

生%生活的时代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时期%

我们离战争和饥荒太远了% 我们追逐的

是物质*享受和潮流%以及所谓的品位%

我们聊得更多的不是爱情就是娱乐等

等& 可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生活还是平静

和简单的%学习*看书%偶尔地上网或游

戏& 我们也和每一代走过青春的大学生

一样%在我们经历青春的时候%也同样懂

得自己肩负着怎样的责任和义务& 不同

的只是%我们的生活环境的确不一样了&

我们生活在信息极大丰富的时期% 虽然

生活在大学校园里% 但我们通过网络和

其他媒体%拉近了与外面世界的距离& 但

这同时也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增强了我

们分辨和判断事物的能力& 也许%我们可

以更骄傲地说%我们比$五四)时期的青

年人更知道该怎样爱国% 该怎样更好地

建设我们的国家&

我们不是"理想缺
失#! 只是我们的理想
更现实

记者!很多人对于!

!"

后"有种种争

议#你们身处其中#自己是怎么看待你们

的理想和追求的& 就!爱国"这件事情来

说# 你们觉得自己的理性和热情该怎样

分配呢&

李丹慧!是啊%很多人都会说 %我们

$

!"

后) 的大学生是理想缺失的一代%可

能他们会认为我们被生活宠坏了% 根本

就不具备自己思考的能力& 其实% 我觉

得%我们不是$理想缺失)%只是我们的理

想更现实& 生活和生存环境%教会我们的

是不用好高骛远% 不空有远大的理想和

抱负& 像$五四)时期的青年那样%有远大

的报国之志%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就是

太不现实%也太虚无了& 现实%也许不是

太中听的一句评语& 可我觉得%在新时期

的现实情况下%放弃$大我)的理想%拥抱

$小我)的现实%是我们$

!"

后)大学生应

该具备的一种心理素质&

我们面对的路就是这样的 %国家处

于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和平与发展)是

主旋律& 落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就是

不能空喊口号&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学

习了这么多年的知识%如何把它们很好

地转化为生产力& 我们如何树立一个实

际的目标 %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开创

一份自己的事业& 现在的竞争局面这样

激烈%逼迫着我们每个学生还在校园里

的时候 %就必须懂得脚踏实地 %去制定

自己的人生目标& 过于宏伟的蓝图和计

划%好像离我们有些太远了& 其实%一般

我们到了大三的时候%每个同学心中都

会有了一个清晰的就业计划& 而且我们

的计划都是比较现实的& 比如%毕业之

后想从事哪个行业的工作*想留在哪个

城市工作*想继续考研等等& 我们的理

想都是现实而可行的%我们也会一步步

地去实现它们&

就爱国这件事而言 %热情当然是我

们年轻人所具备的& 就连我们女生在寝

室里讨论起来%也异常激烈& 但讨论过

后 %理性的一面 %也可以说现实的一面

也马上出来了& 我们都会分析%都能更

冷静地去思考一些东西& 而明天的太阳

照常升起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生活还

在继续% 我们还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

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而我认为 %

这就是爱国&

胡鑫!对于这点我有同感& 当我得知

自己成为
&""!

北京奥运会火炬手的时

候%我觉得又骄傲又难以相信& 我周围的

同学们也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他们说 !

$原来只觉得
&""!

奥运会在中国举行是

件很值得骄傲的大事儿% 现在觉得那么

遥远的大事儿竟然离我们也这么近& )然

后%我和我的同学们生活中%又多了一件

我们认为可以共同努力去做到的事情 &

那就是!$我会努力尽到一个火炬手的责

任%完成火炬手的任务)& 而同学们也总

会开玩笑似的对我说!$我们也会保护好

你的%帮助你完成火炬手的任务& 这是我

们的责任& )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

!"

后)大学生

的爱国方式吧& 我们懂得努力去实现可

以实现的理想和目标% 也会承担我们必

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也有面对现

实生活的勇气&

把自己的事情做
好!是我们最现实的爱
国方式

记者!那你们认为#作为!

!"

后"的大

学生#作为新时期的有知识的青年人#你

们的爱国观究竟是怎样的呢&

李晓兵!我认为%我们的爱国观 %就

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其实%这对于社

会上的每个人都一样& 我是个大学生%就

安心地把我的学习搞好-我是个公民%就

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是个职员%

就要把我负责的项目谈好...每个人的

做好%带来的是整个国家的繁荣和稳定%

这不就是最大的爱国吗,

在国家需要我们安心学习的时候 %

我们就抓紧时间安心学习%完善自己%增

长知识-在有同学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

能尽力伸出自己的双手- 当贫困山区的

孩子需要老师的时候% 我们可以牺牲自

己玩乐的假期去支教%给他们温暖%让自

己也得到锻炼...如果这些我们都能让

自己做到%这不就是最大的爱国吗,

李丹慧!我觉得%我们的爱国观 %还

是需要有正确的舆论宣传和老师们的教

育和引导/ 现在的信息资源太多*太繁杂

了% 有时候年轻的我们不免会觉得很迷

茫& 有了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们就会努

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们当然都热

爱自己的祖国% 也希望能够正确地承担

起自己热爱祖国的责任& 无论以怎样的

形式%只要能为国家做一点儿事情%我们

都是非常愿意*非常开心的&

张金磊!从一个男孩子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我的爱国观应该是$卧薪尝胆%

厚积薄发)& 为了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必

须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锻炼自己的本

领%把$小我)炼成$精英)& 我想%当每个

$小我)都成为了$精英)%散布在国家的

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那么我们的综合国

力必然是$强盛无敌)的&

可能我说的这些% 你们又该笑我是

$一腔热情)了& 可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

每个人都能够踏实地做到的话% 这才是

最理性*最长久的爱国方式&

胡鑫!可能在成为一名火炬手之前%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自己应该以怎样的

方式爱国%应该有怎样的爱国观& 但当我

在电视上看到% 火炬手金晶在巴黎用自

己的残疾身体% 奋力保护奥运火炬的时

候%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就在那一刻%我

有跟金晶一样感同身受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就在那一刻%我也才真正体会到$热

爱自己的祖国)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就目前来说% 我以一名火炬手的身

份% 我的爱国观就是!$我会履行好一名

奥运火炬手的职责% 传承中华文明 %传

递奥运文化& )

!'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大学生谈新时期"我们的爱国观#

绘丹

旅游团决定到沙漠去#这确实是时

髦刺激的探险% 带上食品$水果$饮料#

在导游的带领下#游客们兴致勃勃地上

路了%

初次面对浩瀚的沙漠#游客们兴奋

不已% 黄色的沙粒$金色的沙丘和明媚

的阳光#简直是人间另一仙境% 游客们

有说有笑$缓缓前行#还时不时地拍下

一幅幅美景% 导游一边引路#一边拿着

喇叭解说#大家听得有滋有味%

两个小时后#游客们已无暇欣赏眼

前的沙海#又累又渴#坐下来休息%小吃

已不再是美食#水果和饮料成了大家的

最爱%大口大口地啃水果$喝饮料#真是

痛快% 灼热的阳光和单调的沙粒#使得

不少游客开始后悔!误入"此地%

导游很会安抚游客#他说#再坚持

一小时# 大家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导游卖的关子再次激发起大家的热情#

游客们重新抖擞精神#继续向沙海深处

进发%

就在大家筋疲力尽之时#眼前亮出

了一道别样的景致'一泓湖水边生长着

葱绿的草木% 这简直是个奇迹( 在单调

的金黄中突然点缀这么一片碧蓝和翠

绿#能不让人惊喜吗&

这时#有人问#这里怎么会有湖水

和绿洲& 导游开始耐心地解释#可能和

这儿的地质结构有关# 下面有地下水)

也可能是老天爷故意在这里安置一片

绿洲#免得让路经此处的人过于单调%

游客们对导游的解释并不满意#不

过还是会心地笑了% 这时#导游又半开

玩笑似地冒出一句'还可能因为这里的

沙子不贪婪%导游的再次分析立即引起

了大家的兴趣%

导游说'我也无法解释这里形成绿

洲的自然原因 # 只能说说自己的理

解***我觉得#沙子太贪婪#哪怕下一

滴雨也会将它吸干%而这片土地的沙粒

可能不贪婪#所以啊#地下水就选择从

此处冒出来#将它变成了绿洲%

游客们听后全笑了#由衷地钦佩这

位导游的聪慧%

只要不贪婪# 连沙漠也能生出绿

洲#导游说得多好(而一颗贪婪的心#很

可能将自己变成寸草不生的荒漠%

!!

朱号斌

()*+

年
!

月#我当上了村小学的

民办教师#每月
(,

元钱#

-""

个工分%

.)!,

年秋#我家分到了
*

亩责任

田% 为了不影响教学工作#我们尽可

能把农活儿安排在星期天做% 到了该

出红薯的时候 # 单靠星期天是不行

的% 没有办法#只好下午放学匆匆赶

到地里 # 摸着黑一直干到晚上八九

点%

一天中午 # 我吃过饭刚要去学

校#父亲突然把我叫住% 看到父亲的

脸色有些异样#我就问'!什么事& "只

见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道 '!趁你二

哥今天回来# 你成家也一年多了#你

们各自分开过吧% "我忙问'!爹#咱能

不能不分这个家
/

"!不分& 你说得倒

美#你们一家添了两口 #我拿什么养

活你们& "看着父亲无奈的神情#我也

只好答应了%

转眼到了年底# 由于刚分家#添

置了一些锅碗瓢盆什么的#我的手里

竟没有一点钱了% 除夕那天上午#我

摸遍全身#只摸到一角五分钱% 我拿

这点儿钱买回了一斤盐#妻子眼里噙

着泪花问我'!这年可怎么过啊& "我

低着头好一会儿才吐出一句话'!给你

妈捎个信#让她想个办法% "我知道妻

子的娘家比我家稍好些% 到了晚上#

妻子的弟弟就骑着自行车#给我们送

来了一斤多肉$十几个蒸馍#还有用粉

条做的!扁剁"

0

两毛钱一挂的百响鞭

等%

.)!'

年
-

月的一天#我在县城看

到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的通知#

立即欣喜若狂#决心要找回属于我的

学业% 又听说在洛阳纱厂俱乐部办辅

导班#第二天+星期天 ,一早 #我便骑

上自行车到离家
&"

余公里的授课点

听课%

不想到了那里#有两个西装革履

者把门不让进#向我要听课证% 我说'

!同志# 我是从乡下来的# 没有听课

证% "!没有可以买呀#

'

块
1

一张% "那

两个人对我似乎不屑一顾% 我摸摸口

袋#只有
&

元钱#真叫人犯难啊% 不听

吧&数十里来了)听吧
/

没有钱%望着其

他一个个手捧资料的学员#我不知如

何是好% 正在此时#一位大姐突然出

现在眼前#她似乎早已猜透我的心思#

顺手递给把门者两张听课证#扭头对

我说'!走#今天讲普通逻辑#马上就要

开始了("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忙说'

!谢谢#谢谢( "

时间飞快过去了几十年#我早已

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如今#我

每月工资
.!""

余元%

&""+

年#我花了

几万元盖了新房#用上了手机#骑上了

电动车% 那种低头走路的感觉#早已

无影无踪%

别了#民办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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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民办教师

背景!

&""!

年的!五四青年节"马上就要到了#离北京奥运会的开幕日也越来越近%一段时间以来#!爱国"又成为

热点话题#遍布了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理性爱国#更被大多数青年所认同和接受% 作为新时期有知识$有主见的青

年人#被称为!

!"

后"的大学生们有着怎样的爱国观& 本期!谈话"邀请了几名在校大学生#谈谈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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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贺 新

嘉宾!

胡 鑫 +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1

级学生

&""!

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李晓兵 +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1

级学生,

张金磊
2

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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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沙子不贪婪

由我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节能* 高功效*高

性能0预热启动*双防火墙保护1*安全*环保的电子

镇流器及配套的三基色荧光灯管已于近日通过了

国家质量认证中心的
!"

认证&

该产品相对目前用户常用的电感镇流器
!"

!"#$%"&

%相对市场上流通的知名品牌的电子镇

流器
!" '"($!")# $%&'()*+,-./

0!"123&45678

欢迎各机关*学校*医院*超市*工厂等照明用

户来电垂询&

9:;!"<23&=>?@ABCDEFG

地址!郑州市农业路
%%

号兴业大厦
&

座
'(&

服务热线!

$#)*+,(##,)-* ,(##,)-%

%传真&

郑州绿士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聊城市股骨头病专科医院主任医师乔士华%运用

中医药理论指导'不做手术(不住医院(不拄拐杖(不怕负重(

服药不忌口)& 使用国家专利药物'百日骨康散)%治疗股骨头

无菌缺血性坏死病%

#

个疗程症状明显缓解%出现腿部力量加

大%活动幅度加大%适应性增强%腿由凉变温%不再有疲劳很累

的感觉& 拍片显示坏死骨裂解吸收%看到了治愈的希望& 治疗

$

个疗程后拍片显示新骨再生基本完成& 患病在
!

年以内者

愈后基本不留后遗症%不丧失劳动能力*不复发%重症患者达

到生活自理%治疗时间约一年&

服用中成药'百日骨康散)治疗股骨头坏死病是一种没有

心理负担*安全可靠*效果较快*费用较低的保守治疗方法&

根据
#%

多年的临床病例总结得出%凡是服用'百日骨康散)并

能积极配合劳动锻炼的患者%不管是什么原因诱发引起的股

骨头坏死病%均能收到较为满意的疗效&

乔士华大夫自
&'()

年至今已接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

者
!*%%%

多人次% 他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已赢得广大患者

的良好口碑& 乔大夫的信念是!治愈一例病人解放一个家庭&

外埠患者已经确诊者不必前来%可邮购药物&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古楼北街
"#

号 邮编!

%(%$$$

电话!

$,#(+!"*%*%$ !%*$*$"

手机!

*#-,#((*#-,

HIJKLMNOPQRST

国家专利号!

./0$#*#-$($1'

受相关单位委托%现对安阳电池厂国有产权实施公开转让&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安阳电池厂是国有中型企业%位于市红旗路

!"

号%全厂职工总人数
"#"$

人%其中在职职工
##"%

人%退休人员
&%'

人%离休人员
'

人& 企业以生产销售
干电池为主营业务%兼营干电池器具及干电池设备*电珠*电筒&

截至
"$$(

年
)

月
*#

日改制基准日%审计结果为!资产总额
"#"(*

万元%负
债总额

#(!&*

万元%所有者权益
*(%$

万元-评估结果为!企业资产总额
'!!%

万
元%负债总额

#'%%#

万元%所有者权益
+#$!**

万元& 评估结果已经安阳市国资
委备案&

二(受让方应当具备的条件
#+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注册资本在人民币
*$$

万元以上-

"+

具有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

人-

*+

保持主导产品和生产经营方向%继续实施整体搬迁发展规划%实现规划
目标-

!+

受让方应同意原厂区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依据2移交土地协议书#的
约定予以拆除并履行相关义务-

)+

落实职工安置方案各项条款-

'+

受让方应承接改制企业全部资产*负债及其他民事法律权利和义务-

(+

报名时需要交纳保证金人民币
*$

万元3

三(重要提示
鉴于企业在改制基准日之后进行了整体搬迁% 其资产负债状况以安阳市

相关部门最终认定为准&

四(公告期限 报名截止时间为
"$$%

年
)

月
*$

日
#(

时
五(监督电话 安阳市国资委监督电话!

$*("+"))$)*!

六(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安阳市健康路东段国信公司大楼
联系电话!

#*&*(""%(%)

传真!

$*("+)&)*!&&

网址!

,,,+-./01234+516

转让标的详细情况请到本公司咨询&

!"#$%&'()*+,-

安阳市国信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

年
<

月
!(

日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应试指南#0

)%

元1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试题选萃#0

)%

元1

*公选知识丛书#0

)

卷
*

本!部门知识简介上

下册*作文和申论写作*领导案例选编*面试答辩

技巧*竞岗演讲词选编&

&'%

元1

*领导科学丛书#0

!%

卷*

$%

本%

&*((

元1

以上图书系领导科学杂志社组织编写- 它们

像2领导科学4杂志一样%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地址!郑州市丰产路
#!

号领导科学杂志社

电话!

%!7&8*!'!'&7& *!'!($7# *!'!7#$)

邮编!

$)%%%#

. / 0 1 2 3

$$$献给公选应试者的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