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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专刊
和“爱岗、敬业、诚信、友善”的传承
静海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在时代的召唤下
进行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捍卫
和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践行
不忘初心，是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信仰
静海，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最大的政治
始终把群众的衣食住行作为最大的民生
一桩桩一件件看得见摸得到的好事实事和大事
逐一兑现着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庄严承诺
标志着社会的福利保障普惠全民和全民共享

初 心 礼 赞
——写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刘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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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在浩瀚的宇宙星河中，犹如流光一闪
一百年，在岁月年历上就是36500余天
对于我们的党，这一百年，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始终都在抗争、都在奋斗、都在拼搏、都在奉献……
1

初心，是希望的胎动，是一个人最初的愿望和梦想
一百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受尽欺辱、多灾多难
13名笃志救国的热血青年抱定马克思主义革命信念
在游船上，他们郑重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从那一刻，中华大地便开始了红色革命火种的传递
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匡复正义的使命担当
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扛起救国救亡的大旗
带领全中国人民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
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
静海，是一个有着红色基因传承的革命老区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这里走来了——
用生命守护党内绝密的中央机要战士巾帼英雄董健民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这里诞生了——
张子威、张达、张玉华“一门三烈”的“革命之家”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这里造就了——
冲破封建枷锁勇于献身革命的“双身烈女”李振书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这里还有许多——
许多英雄的静海儿女，为了全国人民翻身得解放
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

如今，我们的党栉风沐雨坚定地走过整整一百年
这一百年，静海始终没有离开过党的初心引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每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崛起
无不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
这一百年，静海在高质量小康社会的创建中
始终没有愧对和空谈不负人民的铮铮誓言
从两不愁三保障，到抗击新冠疫情和全面脱贫攻坚
每一次心与心的交融，每一场决战号角的吹响
无不诠释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为民情怀和时代担当
这一百年，静海秉承执政为民
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倾情搭建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服务平台
全力打造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及环境生态的干净氛围
为锚定新目标不负新时代启航新征程坚定理想自信
静海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齐心向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靠思想观念、发展质量和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
不断强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
从坚决摒弃低水平粗放型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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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党的十八大，让静海的梦与“中国梦”如期而遇
静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紧紧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2
以超前的发展理念，大手笔规划、高标准建设
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让穷苦人民过上好日子
昔日的运河古邑和诗人笔下那多情的团泊洼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穷二白的现实困难面前
在人们勤劳的汗水中，已是翻天覆地换了人间
静海人民跟着党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人们争先恐后，发扬战天斗地的创业激情
特别是国务院批复同意静海撤县设区以来
静海区委、区政府保持初心不辱使命
靠脚力、肩力和体力挖沟挑河，改土治碱
以前无古人的拼搏和奉献，在家乡的土地上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执政的奋斗目标
谱写了《战洪图》《银沙滩》等经典诗篇
围绕“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全力推进区域经济和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
产城一体融合发展的致富路幸福路越走越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春风吹遍大江南北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县，静海不负春光
生态文明建设给百姓带来了获得感和幸福感
人人甩开膀子积极投身改革发展的社会实践
乡亲们靠党的富民政策，摘掉了“穷帽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盐碱地上苦水泡大的大邱庄人敢于向命运挑战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们大胆投资办企业拔掉了“穷根子”
这是中国历代先贤笃定的理想和抱负
静海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接续发展中
成功地迈出了中国农村工业化发展的第一步
静海，从此脱胎换骨连续三次跨入“全国百强县” 进行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创建

七月的诗谏

到战略性新兴企业数量的明显增加
再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民众
用以人为本的生动社会实践，来检验
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的圆满收官
特别是在建党百年的光辉历史节点
静海积极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
充分发挥独有的地缘优势、项目优势和基础优势
不遗余力构建“一城两翼、四区多园”的产业布局
从一个个大项目、好项目、高端项目的签约落地
到一幢幢楼宇、一座座园区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能够准确地断定出静海产城一体化发展的加速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是党的十九大树立并践行的新发展理念
也是静海“十三五”期间锲而不舍的目标和追求
从中日健康产业示范区、中德（大邱庄）生态城
及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异军突起
到万亩湿地、百里林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从民营企业家的新科技梦在这里成真
到人民英雄张伯礼的中医药成果在这里收获
伫立雄滨走廊的地平线上见证发展中的静海
这里，在新时代的前进路上充满着无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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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上下共同庆祝我们伟大的党百岁华诞之际
静海，城乡处处炫文明、晒幸福，载歌载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段辉煌的历史
更是几代静海人苦尽甘来后发出的肺腑心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份忘不了的情
更是几十万静海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深感恩
和对共产党人坚守初心、矢志为民的崇高礼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个新纪元新开端
我们万众一心紧跟党，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扬帆启航

党旗，
高高飘扬

孙橄

惠梓

盛庆百年华诞 （漫画）

回望百年征程

刘健 作

（组诗）

丁宇

誓词

面对庄严的党旗
握紧拳头屏住呼吸
聆听一百年的漫漫征程
所有的沉思都是这般神圣
所有的祝福都是热血沸腾
面对庄严的党旗
全神贯注感慨万千
展望一百载的丰功伟绩
所有的表白都是一种忠诚
所有的仰望都是一种热爱
面对庄严的党旗
默诵着入党时的誓词
所有的澎湃都是一种唤醒
所有的创新都谱写着时代的篇章
南湖的波光

是星星之火
点燃这个七月
让一种不屈不挠的信念
熟透华夏五千年的梦

是南湖粼粼波光
漾起红船上不灭的希望
让十三名汉子的铮铮誓言
开辟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是镰刀和锤头
铸造了鲜艳的党旗
让各族人民手拉手
沿着富国强民的道路走下去
一盏渔火

从那片波光粼粼的水域款款而来
在那条红色的航船上
有一盏忽闪忽闪的渔火
映红了整个中华儿女火热的情怀
从那片乌云环绕的黑夜蹒跚而来
在那些亿万劳苦大众心中
有一种期待许久的信念
点燃了整个华夏大地的阴霾与黑暗
从那片战火硝烟中顽强的走来
在推翻旧中国的号角中
有一个执政党的诞生
领导中国人民从此翻身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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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的七月

走过火红的七月
我们无法忘记南湖上那艘红船
是您让久旱的大地迎来甘霖
是您让镰刀和锤头的旗帜高高飘扬
走过不平凡的一百载
我们无法忘记跋涉历程的风风雨雨
是您让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
是您让神州从贫穷走向繁荣
走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们无法忘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您让经济迅速腾飞
是您让这片古老的大地向世人展示新的风采
风雨历程

无法忘却一百载风雨历程
无法忘却烽火与苦难的岁月
从南湖的水域上的那盏渔火
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无法忘却一百载弹指一挥间
无法忘却共和国的沧桑巨变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我们知道发展才是硬道理
无法忘却一百载悲喜人生
无法忘却是党旗指引了航向
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
一切彰显以人为本的真理
无法忘却一百载悲喜人生
无法忘却是党旗指引了航向
从复兴之路到中国梦
释放出了强大号召力和感染力
党啊，亲爱的母亲

是镰刀和锤头铸造了中华魂
是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染红了党旗
才有了抗战的节节胜利
才有了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宣言
是您的胸怀温暖了华夏儿女的心田
是您的睿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才有了祖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才有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是您的高层设计诠释了祖国的梦
是您的高超非凡彰显了东方的风采
才有了改革发展和稳定
才有了内政外交国防等领域新气象
是您，党啊亲爱的母亲
用不断实践引领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是您，党啊亲爱的母亲
率领中国人民共同唱起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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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党啊
今天终于迎来了你百年的生日
我站在你殷红的旗帜下
胸中满怀着激情与豪迈
在这金色的大地上
漫山果实的季节里
用中华儿女赤子之情
抒发对你的无比热爱
浩瀚的大海，请激荡你澎湃的心潮
巍峨的高山，请舞动你撼天的松涛
震天的春雷，请擂起你雄浑的鼓点
万里的长风，请奏响你前进的号角
今天，我们满怀豪情迎来了
——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
从波涛汹涌的东海之滨
到玉龙飞舞的青藏高原
从繁华似锦的珠江两岸
到绿波荡漾的北疆塞外
我们伟大祖国的山河
朝霞满天奇光异彩
我们伟大祖国的人民
欢天喜地吉庆开怀
党旗啊，战斗的旗
我们对你怀有蓝天般的敬意
忆往昔：峥嵘岁月 倭寇入侵
虎狼纷争 国土沦陷 山河破裂
英法联军入京城 火烧圆明园
日本强盗大屠杀 血染南京城
百年屈辱 切肤之痛
外忧内患 民不聊生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勇敢的担当起拯救国民的重任
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迎着“十月革命”的炮声
镰刀锤头
铸就了鲜红的党旗
被压迫的人民齐心聚力
燃起斗争烈火
掀起革命风云！
鲜红的党旗
神圣的党旗
你是我们全党生命的灵魂
你是我们全国团结的核心
你是我们民族奋进的先导
你是我们远大理想的化身
你那千条万缕的经经纬纬
像神经系统遍布党的全身
牵连着亿万中华儿女的心
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
染红你每一分每一寸
无数党的忠诚儿女高举你

舒卷伟大时代的蓝天白云
听，号角里马蹄踏踏
东风里战歌阵阵
千军万马，千山万水，
汇成澎湃的洪流
看，征途上脚步声声
大道上车轮滚滚
向既定的目标进军！
千山也跟着党旗腾跃
万水也跟着党旗飞奔
党旗啊，光辉的旗
你引领着民族复兴 中华崛起
西气东输，天燃气进入乡村农舍
南水北调，纯净水环绕城镇山寨
跨海大桥，彩虹飞架连通江南海北，
动车高铁，穿山越岭跨过重重障碍!
上九天揽月神舟与“北斗”遥相辉映
下五洋捉鳖“蛟龙号”欢送航母出海
“子午工程”监测着天地日月星系
“天河二号”计算着春夏秋冬时代
林海的翠绿啊
麦浪的金黄
棉纱的雪白
满眼的春风化雨
遍地的流光溢彩
党旗啊，团结的旗
率领国人战疫情、保护人民
复兴经济，全球社会显风采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伟大的中国梦
正在抒写东方的风格中国的气派！
党旗啊，胜利的旗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奉献出无限的正气和力量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勇往直前
一路风雨阳光再次
擦亮了前进的路牌
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
百年沧海桑田翻天覆地
天空飘满彩带
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
百年艰苦辉煌可歌可泣
大地鲜花盛开
今天啊！为祝贺建党100周年尽情高歌！
千歌万颂伟大的党啊
万颂千歌伟大的时代
高高举起伟大的党旗
肩负历史使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一定会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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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时光隧道
我将寄一封信穿回至
一九二一年的七月
地址是一舷
嘉兴南湖的红船，收信者是那面
嵌着镰刀锤头的旗帜
这封信要写成编年体
前后纵横一百年
我要用鲜花为笔
醮着心血写出诗行
我将告诉她
那舷红船驶出南湖后
中流击水进入长江
现已塑身为一艘巨舰
在大海中搏浪而上
我会寄给她一角旗巾
让她醒目看到当年底色
虽饱经洗礼磨励
仍初心未改一片赤红
我还会告诉她，那镰刀锤头
披荆斩棘开拓收割出
一片全新的天地
先民的千年愿景，已从文字变为现实
当然我还要告诉她
航行中的激流险滩
以及相继逝去的船长
和千百万名船员……
信的下半部分
我要在诗行中增加豪迈
向她庄重报告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艘巨轮正平视天下
迎锋跨上新的征程
船首赤旗激扬长空
九千万先锋战士共举她
十四亿浩众追随她
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已清晰镌刻在麾上
惊心动魄的新海航
必驶入一片新天地
届时，你会收到更神奇壮美的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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