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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党的生日来临之际，

我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如

此沉甸甸的光环让我更加不

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作为一

名普通党员，我时刻以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爱岗敬业，认真践

行公司党委路线，保持党员先

进性。

只有信仰，能使生命充满

意义，唯有奋斗，才使生活更

加充实。2009 年，我加入中汽

国际的大家庭，分配到中汽人

才交流中心，负责职业鉴定和

教育培训工作。当时，职业鉴

定和培训工作正处于重新起

航的状态，特别是国家职业标

准（汽车营销与后市场方向）

的撰写修改和市场开发工作。

为了使标准及时获得劳动部

的审批，我带领部门另外两名

刚毕业的大学生白天自学专

业知识，与专家沟通讨论标准

的修改建议，晚上开会汇总建

议，修改方案……，就这样连

续一个月，每天晚上工作到10

点左右。作为年轻人，体力上

的辛苦我们能挺过去，但精神

上的压力，真有点吃不消。隔

行如隔山。我们怀疑过，不是

专家的我们能整理好国家标

准吗？我们彷徨过，不是专业

出身的我们能把握好内容的

取舍吗？但当时的客观环境不

允许我们有其他的选择。作为

部门经理的我当时压力更大，

对于完成这样的工作，我心里

没有足够的把握，只有坚持去

尝试、去努力。我必须利用更

多的时间去学习专业知识，才

能没有障碍地与专家沟通，准

确把握他们的建议；我必须用

知识把自己武装得很专业，才

能用实际行动给部门同事以

信心；我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

的心态，才能感染部门其他的

同事……。最终，我们成功通

过了劳动部职业鉴定中心的

中期审查，并允许我们进行行

业内试运行，两大标准里有四

个模块可以率先颁发劳动部

证书。更值得我欣慰的是，部

门的两名同事先后向党组织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们说他

们在工作中看到了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其实，我只

是做了每一名共产党员应该

做的事。

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勇

于为事业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常常激励我不断前行。有了颁

发国家证书的资格后，为打开

市场，我们转变思路，主动出

击。那段时间，部门人员匮乏，

又碰巧一位同事生病。2010 年

的 11 月份，我和一位新同事

开始搜索客户资料、电话沟

通、拜访面谈……,短短一个

月时间，我们走遍了北京 30

多家办有汽车专业的职业院

校，从延庆到大兴，从顺义到

昌平……。我们不放过每一个

可能的机会，注重每一个微小

的谈判细节。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逐渐在实践中摸索出一

种新的推广模式，并与 10 家

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邀请了

33 位职业院校的一线骨干教

师加入职业鉴定的队伍。为市

场的进一步开拓奠定了基础，

为国家标准的进一步修改、为

试题库的建立和讲师团队的

建设提供了专家资源。2011

年，我们的付出有了收获，公

司人才交流中心的国家职业

鉴定业务上半年的销售额超

出了2010年全年的销售额。

在平凡的岗位上，我踏实

认真地工作着，但作为一名党

员，我深知自己做得还很不

够，我还要向其他党员同志学

习、向身边的同志学习。在业

务刚刚步入正轨的时候，努力

寻找更多的适合职业鉴定工

作的方法，继续加大市场开发

的力度。在党的教育下，在公

司领导的指导下，带领本部门

的同事，把职业鉴定工作做

大、做实、做强。我将继续用优

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在工作中时刻起到模范

带头作用，在平凡的岗位上做

出不平凡的业绩。

中汽人才交流中心 皇艳蕾/文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时刻把“立足岗位做贡献，我为党旗添光彩”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导
思想，用一件件自觉奉献、主动担当、敢于争先的典型举动，彰显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诠释“一
名党员一面旗”的铮铮誓言。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递交三份答卷，一份交给社会，事事带头作榜样；另一份留给自
己，当反思往事时，让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第三份，我要交给党，让党旗上闪耀着我的光彩！

1984 年，出生于党员世家

的我，从小就向往和家长们一

样，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

我刚满 18 周岁，就向组织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终于在 2003

年通过了组织的考验，正式成

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党员。2007年，从北二外毕业，

我来到中汽国际国贸一部，开

始了职业生涯。从上班第一天

起至今，我四年如一日地履行

着自己的信条：勤奋刻苦、踏

实工作、热心服务、甘愿奉献、

争做表率，充分发挥一名共产

党员的示范、影响、辐射和带

动作用。

我热爱本职工作，有强烈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承担了欧

洲、美国、古巴、印尼、泰国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项

目的开发和执行工作，产品包

括汽车零件、建材五金、化工

原料、机电设备、果汁酒类等。

在工作上，我对自己一向严格

要求、精益求精，刻苦钻研业

务，锻炼出了熟练的岗位技

能，能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

各项工作。我经常与同事讨论

研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归

纳和总结了很多工作经验，创

建了多个进出口项目的规范

化程序文件，大大促进了业务

的开展。

我不但要“当日事、当日

毕”，还要把第二日、第三日，

甚至更多可预见的工作都一

口气完成，才能安心回家。晚

上、双休日、节假日，经常来公

司自觉加班。工作4年间，我累

计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1.4 亿

元，经营利润约人民币2210万

元。2010年6月，我从项目主管

升职为项目组经理。2009 年，

被评为国机集团“青年岗位能

手”。2009、2010 连续两年，被

评为中汽国际“优秀员工”。

2010 年，荣获中汽国际“希望

之星”奖牌。

在工作之余，我积极投身

公司、集团的各项公益事业和

文体活动。在“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和“创先争优”活动

中，我担任了公司领导小组办

公室综合部成员职务，参与了

公司“党建宣传栏”的设计及

制作工作；协助公司领导开展

了一系列党、团活动；积极参

与并组织了多项文艺活动。这

些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但我是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我 很 自 豪 。

2009 年、2011 年，我先后两次

被评为中汽国际“优秀共产党

员”，并于 2011 年被公司授予

“党员示范岗”标牌。

“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

恶小而为之”是我的人生信

条。我以“能为大家做事”而骄

傲、而快乐。我用真诚、责任心

和认真的工作态度换来了领

导和同事们的信任，每当听大

家说：“把事情交代给王寒凝

做，非常放心，这样就可以很

踏实地去忙其他事情了”，我

都会感到由衷地欣慰。

其实，我只是一个平凡

岗位上的普通同志，在党组

织、公司领导和部门同事的

帮助下，我鞭策着自己与时

偕 行 、不 断 进 步 。在 我 的 周

围，有着很多优秀的同事值

得我学习，我会继续努力，争

取更大进步。我愿意将自己

满腔的热血奉献给党、国家

和公司的建设事业，全心全

意地服务于身边的领导、同

事等每一位群众，立足岗位，

为党旗添光彩！

国贸一部 王寒凝/文

曾经的梦里

有个乌托邦

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知识即美德”在人群中传唱

正义顶起社会的脊梁

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业

在这里宣讲

我沉浸其中

守着孩子似的愿望

独自徜徉

梦醒时分

被现实的利剑所伤

支离破碎的理想

何人思量

飞翔，飞翔

何处是我的方向

时光一旦拉开距离

世界就整个地发现了你

那是精神硕大的倒影

那是感觉勃发的春汛

仁人志士

时代先锋

把祖国珍藏于心口

交由每一颗露珠去晶莹

整个的生命砸在祖国琴弦上

把世上十分之一的土地铿锵奏响

是谁

带领中国走在希望的路上

是谁

带给世界和谐的声响

是谁

把共产主义理想刻在心上

是谁

把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

世俗的崇尚

功利的阳光

将你的名字

与神圣隔行

而责任

会与生活牵手

向着理想

扬帆启航

火红的七月

让我投入你炽热的胸膛

让我涅 为重生的凤凰

鲜红的党旗下

是赤诚

续写着不朽的诗行

是奉献

绽放着永恒的光芒

国际联创 王朝晖/文

爱岗敬业报党恩 我为党旗添光彩

奋斗不息、奉献不止

自白的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