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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习近平用典 300 句，
最常引用哪家哪派?

用典的背后是“治

世”。梳理《习近平用典》一

书，他曾引用的近 300 条
典故，引用次数最多的是

源自儒学经典的名言，其

中，他引用《论语》11 次，
《礼记》6 次，《孟子》4 次，
《荀子》3 次，《尚书》、《二
程集》等儒学经典著作也

被多次引用。

在写文章、讲话中，人

们往往喜欢用典故来强化

表达力，增强沟通效果。典

用好了，形象恰当，反映出

人的人文素养，对于实际

工作的指导也有积极意

义。虽然《习近平用典》这

本书中典故只有 2000 余
字，但字字都是精华，句句

都饱含中华民族至深至简

的追求。因此，通过深读细

学，就能更好认识国家事

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

史发展规律。用杨振武社

长的原话说，鉴往知来，我

们想问题、办事情，就会更

有底气、更有信心。

古典名句，是中华文化长河中历经砥砺的智慧结晶，是传承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载体。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文章中多处引经据典，生动传神，寓意深邃，极具启迪意义。

据此，人民日报社特别组织编写《习近平用典》一书，全书由敬民

篇、为政篇、立德篇、修身篇、笃行篇、劝学篇、任贤篇、天下篇、廉

政篇、信念篇、创新篇、法治篇、辩证篇共 13个篇章组成。

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
要要要叶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的讲话曳等文中引用

姻解读
不管是国家要实现振兴，还是个人要成就事业，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为立志，

二为勤勉。立志是前提，勤勉为保障，无志不足以行远，无勤则难以成事。习近平同志

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这句含义隽永的古语，正表明立志与实干相辅相成的关系。

发展攻坚期，多少工作要推进；改革深水区，多少困难要破题。正因此，我们更需

苦干实干，“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也能找到人生舞台、收获出

彩机会，以志为方向、以勤为动力，与国家、民族一起前行。

姻 原典
王曰：戒尔卿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

———﹝ ﹞上古时代《尚书·周书·周官》

姻 释义
两个“惟”字当“由于”讲，意思是说，取得伟大的功绩，在于志向远大；完成伟大的

事业，在于工作勤奋。

推荐理由



为实现涟钢转型

钢 城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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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辞旧岁袁银羊贺新春遥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袁我们代表公
司党委尧行政 , 向全体职工尧离退休渊内退冤老同志及广大职工家
属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年的祝福浴 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涟钢发展
的各级领导尧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和美好的祝愿浴

2014 年袁 在行业经营形势异常复杂的情况下袁 我们切实转
变干部作风袁脚踏实地推进转型发展遥 涟钢上下积极开拓市场袁
全力降本增效袁加快产品结构调整袁企业综合竞争力持续增强袁
全年实现整体盈利 1.52 亿元袁在国家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和钢铁
行业野微利冶经营的新常态中站稳了脚跟袁彰显了上下同心谋发
展的坚强意志遥

2015 年钢铁行业挑战和机遇并存袁涟钢转型发展面临新的重
大考验遥 面对 1 月份市场形势再度急转直下的严峻态势袁我们唯
有咬定目标袁共同担当遥艰难关头勇者胜遥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精
神袁把加强管理贯穿于转型发展的各个环节袁以改革促转型袁以创
新促发展袁以管理促效益袁外抓市场尧内抓现场袁不断巩固和扩大
区域竞争优势曰要不断加快品种与区域结构调整步伐袁携手 VA鄄
MA共同挺进高端汽车板市场曰 要严格落实国家安全环保新标
准袁全力建设和谐绿色钢城曰要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袁坚持以从
严治党带动从严治企袁持之以恒转变作风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
众袁为公司深化改革尧实现转型发展新跨越汇聚正能量遥

新的一年任务十分艰巨袁新的征程也蕴含着新的希望遥尽管
新常态下钢铁寒冬漫长袁但只要我们满怀攻坚克难的勇气和踏
石留印的决心袁成功必将属于吃得苦尧霸得蛮的涟钢人遥 让我们
携手前行袁共同谱写出涟钢转型发展的新篇章遥

祝大家新春愉快袁身体健康袁工作顺利袁阖家幸福浴

党委书记 成沛祥总经理 颜建新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经过了 2014年市场和行业风雨的洗礼，羊年的春节在融融春
光里大步而来，涟水清清，青山巍巍，十里钢城在温暖中享受着浓

浓的春意。

梦在心中，梦在前方，十里钢城春意浓。

2015，再为自己点个赞

过去的一年，我们与企业一起打拼，度过了经营环境最为复杂

的一年。面对挑战，广大职工与企业同频共振，在转型发展的道路

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新的一年，我们再努力、再拼搏，前路迢迢，

挡不住我们转型发展的步伐。寒意虽浓，遮不住春的萌芽。

2014 年，一炼轧厂薄规格板卷产量创下历史新纪录，今年涟钢
再加压，为实现薄规格产能最大化，春节期间平整机仍然满负荷生

产。该厂轧钢车间平整机的大班长邵志高这个春节以平整机为伴

渊如下图冤，他希望新的一年，在小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平整机生
产更上一层楼。

刚刚走上棒材厂棒一线轧乙作业区副作业长岗位的阮曙先，面

对 2015 年的新任务、新挑战，他虽倍感压力仍然充满信心，希望通
过作业区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生产指标在 2014年的基础上有新
的进步。

负责涟钢进口矿采购的采购部（进出口部）大宗原室主任罗婷

2014年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铁矿石市场，圆满完成了保供任务。羊
年春节临近，她依然紧盯市场，研究、分析各种数据，忙得连买年货

的时间都没有。2015年，她和她的小伙伴们仍将坚持低库存、高性

新 春 贺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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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比采购原则，为涟钢降成本做出贡献。

2015，我们都要拼起来

2015 年，面对钢铁行业新常态，产品结构调整升
级是我们坚定不移的道路。

这条路，是我们活下去的依托，是我们谋发展的

基础，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希望所在。

生产合格的高质量 VAMA 基板是涟钢在激烈市
场中立足的基础，经过努力，VAMA汽车板基板合格率已经由最初的
70豫左右提高到现在的 92豫。春节期间，VAMA 基板项目组成员仍然
“泡”在现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汽车板生产技术在羊年能够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两到三年以后，涟钢能够生产出高档、优质的汽

车板基板渊如下图冤。

进入 2015 年，涟钢经营面临订单不足、资金紧张严峻考验。刚刚
从重庆市场找客户、催货款的销售部冷轧产品室大客户经理邹勇，

高兴地带着货款回到了涟钢。春节期间，他和同事们继续走访客户，

稳定营销渠道，争取订单。邹勇今年的梦想是面对新常态，奋进拼

搏，让冷轧汽车用钢的销量再创新高。

冷轧板厂产品开发室主管吴剑胜在笔记本里记录了这样一组数

据：品种钢产量 92.37 万吨，创效 2.6 亿元。这是冷轧板厂今年的任
务和目标。目前，吴剑胜正在研究镀锌烘烤硬化钢 BH220+Z 试验方
案。吴剑胜 2015年的愿望就是通过努力，使冷轧板厂产品质量能得

到质的突破，为涟钢多创效益。

2015，我的家园我的梦

涟钢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十里钢城，有我们的青春热血，有我们

的激情梦想，无论你来自哪里，都会深深爱上这片热土。

2250 热轧板厂胡世恩是进厂不久的大学生，这个春节虽然因为
工作原因不能回家过年，但他一点也不孤单，分厂、公司都为他们安

排了各种活动，他希望 2015 年和同事们一起奋斗，为涟钢提质增效，
加快转型发展作出贡献，为自己的青春画出最美的画卷。

谢瑞英是双菱实业有限公司环卫分公司环卫突击队队长，环卫

工春节只有正月初一才放一天假，虽然辛苦，但环卫工的新年愿望就

是让职工家属过一个干干净净的年。

退休职工邹丁迪是威风锣鼓队员，这个春节，他忙着排练表演，

威风锣鼓一敲，他劲头十足。新的一年，他祝所有的老同志生活越来

越好，涟钢越来越美，生产经营蒸蒸日上。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祝福大家，也祝福我们自己。祝福每一个奋

斗的人，祝福每一个为今天生活为明天梦想而努力的人。

文/张忭 图/孙远平

意 浓

发展新跨越而努力奋斗

210 转炉厂精炼车间丙二班祝福涟钢



大年三十晚上 袁春节晚会还没
有结束 袁一炼轧厂精炼连铸车间连铸
乙班的师傅们就来接班了袁准备大年
初一的零点班 遥 他们班现在只有 11
人 袁人员十分紧张 袁所以过年全部在
岗 袁没有一人休息 袁特别是两个外省
的同事 袁都没有回家过年 遥 班长谢朝

晖笑了笑说院野没办法袁生产要紧袁我们必须坚守岗位冶遥
在现场 袁连铸乙班的师傅们还向大家拜年了 袁祝涟钢所有

员工及家属新年快乐浴

孙远平 扶 强 陈 岗 汪 灏
肖根深 刘更龙 刘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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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大年三十袁坚守岗位的原材料检验中心职工正在高炉炉
台上取样遥

为确保春节期间职工家属的用电安全和生产用电的顺畅遥 省
劳动模范尧党的十八大代表尧能源中心职工李毓龙组织班里的同事
对高低压线路和变压器进行一次全面的认真检查遥

野我衷心地祝愿我们涟钢效益越来越好袁职工的收入越来越高袁
祝全体职工平平安安浴 冶新春到来袁李毓龙为大家送来了祝福遥

新春佳节袁举国欢庆袁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袁涟钢仍有许多员工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袁他
们默默奉献袁把对亲人的思念化成工作的动力袁在生产现场过了一个忙碌又充实的春节遥

大年三十 袁210 转炉厂到处都是一片紧张忙碌的景
象 遥 在现场过年的精炼车间丙二班班长刘韦浪正在认真操
作 袁他说 袁过年虽然只能在食堂就餐 袁但大家心里很踏实 袁
过得也很充实 遥

银新春佳节袁炼铁厂 8# 高炉炉前丁班的铁汉子们祝涟钢红红火火遥

“企业效益好了 在哪里过年都是一样的”
骏马辞旧，瑞羊迎新，又到了大年三十。

这天，在 2250 热轧板厂生产现场，轧机欢快地轰鸣着，一
块块火红的钢坯穿越而过，丝毫没有因为节日的到来放慢了

脚步。

今天当班的是该厂轧钢车间轧钢丁班的一群小伙子。主操

王凯双眼紧盯着显示器和监视器，监控着轧制过程；手指不停

点击鼠标，调整轧制参数。去年春节，王凯也是在岗位上和同

事们一起度过的。“去年春节也是在岗位上过的年。虽然不能

跟家人团聚，有点小小的遗憾，但是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了，

企业效益好了，在哪里过年都是一样的。”王凯憨憨地说。

操作室里，小伙子们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他们要用优异的

产量和质量为羊年春节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给大家拜年！

祝新春快乐，洋洋得意！！”工作的空隙，大家把新春祝福送给

公司广大职工家属。

图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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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2015年春节袁在一片和煦阳光中走来遥 吹泡泡尧写地书尧放风筝噎噎春日暖阳下袁涟钢人放肆玩袁开心笑袁十里钢城年味更浓遥

银大过年的找乐子袁涟钢职
工群众纷纷参加野欢乐新春冶趣味
游艺活动遥 一个个滑稽的姿势尧一
张张兴奋的笑脸袁让体育馆充满了
节日的欢声笑语遥

买鲜花袁选春联袁领了薪
水痛快花袁 十里钢城到处是欢
声笑语遥 大红灯笼尧 手工艺品
等扮靓街头袁 满眼都是浓浓的
年味遥

文 /伍毅轩 段学军 图/伍毅轩 孙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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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金马辞旧岁袁银羊贺新春遥 2014 年拼搏与奋斗袁涟钢人上下同心谋发展曰2015 年春
节袁他们更是在一片祥和中度过了温馨愉快的节日遥

银 2 月 13 日晚袁涟钢 2015 年春节文
艺晚会上演遥 13个节目好戏连台袁再现了钢
城人的工作生活和精神风貌遥 晚会精彩纷
呈袁职工和家属的掌声尧叫好声此起彼伏袁
将演出不断推向高潮遥

为让全体员工感受到新年的喜气尧祥和和希
望袁涟钢张灯结彩袁处处体现出了既喜乐祥和袁又简约
质朴的节日气氛遥

好戏连台闹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