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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

我叫马如林， 貌不出众， 语不惊
人， 放在人堆里绝对的不起眼儿。 工
作岗位上， 也是一名扎根在基层的普
通职工， 但我有一个身份让我觉得很
自豪———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995年， 我从水电学校毕业后来
到潮白河管理处工作， 这一干就是20
多年。 同事、 领导对我的评价是在工
作岗位上兢兢业业， 是一名合格的共
产党员。 我把大家伙的评价当成了一
面镜子 ， 一直坚守信念 ， 忠诚践行 ，
凭借着对水务的热爱， 用自己朴实的
行为描绘着一个合格党员应有的形象。

平凡的共产党员坚守着平凡的岗
位， 然而平凡的岗位不都是平静和顺
畅， 也会有意外和危险。 比如冒雨巡
视时的电闪雷鸣、 暴雨之下的倒树断
堤、 工程检查时的栉风沐雨、 水政执
法时的反复周旋……这样的情况我早
已应对如常， 而一些意想不到的突发
情况还是让人惊心动魄。

有一次， 我带队到闸前水域巡视，
看到了四五个人在岸边野钓， 我立马
进行劝说， “你们几个， 河道管理范
围内不允许钓鱼， 请赶快离开！” 然而
野钓的人却不闻不动， 随着走近这几
人， 一股刺鼻的酒气扑面而来。 这几
个人不但违规钓鱼， 而且还是醉酒状
态， 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为

了他们的生命安全， 我静下心来， 继
续耐心地劝说。 不料！ 其中一人突然
站起身用力推了我一下， 并且出言不
逊: “你谁呀？ 神经病！ 用得着你管？”

确实我的个子不高也不够健壮 ，
突然的推搡， 我向后趔趄了几步， 险
些跌进河里。 那个人手持鱼竿， 步履
摇晃地边骂边威胁我。 其他人看到这
边的状况纷纷围过来， 就在纷乱之际，
不想那个醉汉一脚踩空， 整个人滑进
了水里，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我当时
想没都想， 迅速脱下鞋， 直接跳到水
里， 抓住那个醉汉往上托他。 可能是
受到了惊吓， 那个醉汉竟反过来推搡
我企图挣脱。 虽然水深大致在齐胸的
位置， 可是我在救人的过程中还是灌
了好几口河水， 最终在大家的帮助下
终于将醉汉救回了岸上， 此时的醉汉
坐在岸边， 大口地喘着粗气， 一副惊
魂未定的样子。

“师傅，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 我
这条命就没了， 以后再也不野钓了”。
被河水 “洗脑” 后的醉汉， 缓过来后
转变了语气， 向我道歉而且还表示了
感谢。 事后， 有人问我： “你也不会
水， 还去救那样一个浑人， 你不怕淹
死啊？” 其实， 我咋不怕啊， 水一到胸
口我就懵了， 可那是一条人命啊 ， 总
不能眼睁睁看着吧。 再说劝阻他野钓

是我们水务人的责任， 救他更是我们
共产党员的义务。

2014年 ， 我担任了供水工作的负
责人， 我变得更加忙碌了。 刚到新岗
位不久， 我接任了一个大任务， 由我
来主持与顺义区自来水公司管道对接
工作并完成试运行。 这项工作虽看似
简单的工作， 我不知多少次反复勘查
现场。 为了研究方案， 忘了熬了多少
个不眠不休的夜晚， 施工现场指挥不
知道饿不知道渴。 忙得连轴转的时候
不觉得什么， 松口气的时候 ， 才觉得
真的是累了。 “我是共产党员， 我必
须要有担当！ 坚定信念！” 凭着这股韧
劲儿， 我最终圆满完成了对接， 实现

了向顺义自来水公司供水需求。
这就是我， 潮白河管理处一名普

普通通的共产党员。 我的故事不够轰
轰烈烈， 我只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党员的奉献
和责任。 和我一样， 这里还有很多扎
根基层的优秀共产党员， 坚守着对水
务工作的美好守望。 回望过往， 21个
寒来暑往， 沧桑的是年轻红润的面颊，
不变的是投身水务的那颗初心。 在我
眼前， 潮白河静静流淌 ， 它每天都在
用崭新的姿态迎接着首都新一天的到
来。 而对我来说， 每天的工作都是新
的挑战， 不变的是我的党员身份。 我
愿用我的行动擦亮胸前的党徽。

我是正大置地有限公司党支部的
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去年经建国门街
道工委批准光荣加入了党组织。 党的
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举旗定向、 谋篇布局 、 攻坚克
难， 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 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和行动指南， 这也是我这个预备党员
追随的方向。

年初 ， 我国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增加
农民收入、 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
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

结合对党的文件的学习， 发挥党
组织的作用， 在工作上， 我与同事们
一起， 认真学习和思考了一号文件的
每个重点， 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和经验，
凭借 “鸡蛋项目”， 致力于推进 “创新
产权模式， 驱动多方互利共赢” 的新
型农业形式。

这种新型农业形式是基于正大集
团在北京市平谷区建设的北京平谷正
大绿色方圆300万只蛋鸡现代产业项
目 。 在该项目中 ， 正大集团将政府 、
龙头企业、 银行和农业合作组织各自
的政策、 技术、 资金和土地资源优势
聚合， 通过搭建多方融资平台撬动资
金流动， 对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
项目运作， 实现了多方利益主体的共
赢， 形成了 “政府+ 企业+ 银行+ 农
业合作组织” 这样 “四位一体” 的产
权模式。 “四位一体” 的产权模式是
从产权引入、 产业发展等方面探索新
农村建设、 破解 “三农” 问题的一项
重要创举， 对于促进农业现代化、 推
动城乡一体化、 筑造现代农业循环经
济具有重要意义 。 利用科学的办法 ，
帮农民扭转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地位，
引导种养结构调整， 发展优质、 高效、
绿色农业， 促进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
留在产地、 留给农民。

负责鸡舍24小时监测的是 “机器
人管家 ”， 负责鸡蛋包装的是 “机器
手”， 鸡喂养的原材料全部可以追根溯
源 。 在饲料环节上 ， 选用正大饲料 ，
采用科学配方、 高温杀菌， 保证饲料
无药残、 无激素、 无有害致病菌； 养
殖环节上 ， 鸡舍采取电脑系统监控 、
封闭式喂养方式， 整个饲养环境达到
国际先进标准； 加工环节上， 正大鸡

蛋经过清洗、 紫外线杀菌、 喷码、 包
装等48道检验工序， 确保每一枚鸡蛋
的安全、 美味、 健康； 物流运输也采
取专业化的管理， 保证将最新鲜的鸡
蛋送往销售网点。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 我更要在今
后的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 不断学习，
经受住工作中的各种考验， 在自己的
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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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我心中 我为党旗增光辉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