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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刻 盛世华诞党在我心

□ 诗歌

七月流火刚刚从麦芒上掠过
就点燃了荷塘里的一支支火炬
从此，一个伟大的名字
就带领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

从七月到十月的道路不算漫长
却充满恐怖与血腥
充满希望与荆棘
充满光明与坚毅

从战火纷飞到太平盛世
从饥寒交迫到衣食无忧
从居无定所到安居乐业
我们走过一个世纪

七月的露珠
在麦穗上滑落
七月的暖风从麦芒上走过
七月的风雨从麦田上掠过
七月的雷声响彻云霄
七月是收获的季节
七月是播种的季节
党啊，亲爱的妈妈
一路上有你我们何惧狂风暴雨

七月的太阳是一枚承载梦想的卵
中国梦的羽翼正在日渐丰满
当十月收获的季节到来
中国梦的鸿鹄之翼定能翱翔蓝天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

我来了
走在当年人走过的路上
现在的道路很平坦
不像当年走得那样
血腥与黑暗
泥泞与坎坷
在党旗下我再次
庄严地举起手臂
满塘荷花盛开
染着烈士的鲜血
一支支莲肃然低下头
为你默哀

岁月已使
罪恶的绞刑架
锈迹斑斑
但在我心里
仍有血液滴滴落下
像你身旁的那面党旗
——鲜红
绞刑架可以在
岁月的风雨中
渐渐锈蚀
但明镜似的记忆
却像荷塘里的碧水
永远不会生锈
我知道
在绞刑架前所有语言
都是苍白无力的
那就允许我
化作荷塘里的一支莲
在炽炽阳光下
绽放出血色的记忆
然后向伟大的先躯
深深地鞠躬

引诗：
闲着的时候，他总说：
人要多做善事，等你离开了
就会化作星星
守护着你想要守护的人了
郭五爷——
天边最亮的那颗星
一定是您吧
因为他在对我们微笑
建设美丽乡村的号角吹遍了神州大

地，也激发了全民奔小康的热情。我们
村也响应号召，全村上下拧成一股绳，共
同建设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
不，门前这条破旧不堪的老水泥路，进行
基层处理后，上面重新浇筑了一层厚厚
实实的混凝土。胖飞拉了一车新鲜的水
果回来，径直开到自家小卖部门口，“嗞
嘎”一声急刹车，把路灯下乘凉的李二婶
吓得一哆嗦，手里的蒲扇差点飞出去。
王嫂笑得前仰后合，转头跟胖飞逗趣儿
道：“我说胖子，咱这新修的路你省着点
使啊，可别‘压’坏喽”，胖飞腆着大肚子
抱起两箱苹果笑着说：“没事，有郭五爷
托着咱呢，踏实”。

说起郭五爷，可是村子里的名人。想
当年他主动要求当兵打仗，人人都竖起大
拇哥说这小子有出息。他在部队就入了
党，参加四平战役的时候，敌人的炮弹炸
伤了他一条腿。郭五爷喜欢小孩子，我们
几个小不点儿没事儿就去他家看宝贝。
那是一枚小小的党徽，他一直用手绢包着
珍藏在衣柜里。每次我们软磨硬泡，他拗
不过了，便会笑着从柜子里小心翼翼地端
出来。我们是不能摸的，都是他亲自打开
给我们看。每次触碰，我都能感觉到他的
手在颤抖，眼神里满是敬畏。我们围着
他，托着腮帮子，听他讲那些炮火中的往
事，情到深处，那深邃的眼眸里总会溢出
泪光，顺着脸颊滴落到党徽上。

他说他之所以义无反顾地要去当兵，
是因为他小时候，亲眼看到几个日本鬼子
把他的三叔吊起来打，还给他灌辣椒水、
坐老虎凳，三叔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三叔
的精神深深感染了他，坚定了他保家卫国
的决心。他给我们讲的这些刻骨铭心的
经历，在我们这群小孩子心里也生了根，
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

15年前，也就是郭五爷81岁那年，
他老人家仙世了。也是在那一年，他把
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两万块钱亲手捐到
村支部，说是给村里修路用。村子里的
土路遇上雨天就泥泞不堪，村民出行十
分困难，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不止一
次地找到村干部商量修路的办法，可那
时候村里财政困难，实在拿不出钱。后
来经过多方努力，拉了几车碎石屑解了
燃眉之急。石屑路通了，郭五爷笑了，笑
弯了月牙。可好景不长，石屑路没撑几
年就轧翻了。他老人家成天地在路上走
来走去，想出一个主意就去村支部商量，
最接近成功的是众筹。可是村里太穷，
直到最后也没有成行。终于，现在有了
这两万块钱，村支部又凑了些，老百姓日
思夜盼的水泥路终于修通了，人们出门
再也不用踩泥了。路修通后，只过了一
个礼拜老人家就走了，走得很安详。出
殡那天，乡亲们自发地聚到路边送他最
后一程，嘴里头念叨着：“老人家，您就放
心吧，这条路我们会好好走下去”。

说来话长，郭五爷对路的情结是很深

的。他从部队退伍回来后，原本是安排到
了县里一个机械厂当副厂长的，吃上了公
粮，让人羡慕。但是老母亲岁数大了，为
了尽孝，他毅然回到乡里粮库上了班。就
这样他拖着残腿，一干就是三十多年。有
一年交公粮的时节，赶上了连天阴雨。那
天天气终于放晴，他在上班途中，碰巧遇
见村里的刘大叔赶着马车去交粮，前边是
一个陡坡，脚下打滑说什么也上不去。他
见状立刻过来帮忙推车，可是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仍无济于事。最后马蹄子没撑住，
一个趔趄滑到了，连马带车出溜了下来，
车翻了，郭五爷躲闪不及被扣在了车底
下。好在福大命大，折了四根肋骨，一只
胳膊骨折，但老命算是保住了。等他从
病床上醒来的时候，迷迷糊糊说的第一
句话就是：“路不修不行啊”。这件事坚
定了他老人家修路的决心。他说过，如
果活着没看到村里的路修起来，死了也
闭不上眼睛。

我们经常问他：“您为什么如此执着？”
他会心一笑：“那枚党徽一直看着我呢。”

要想富，先修路。十五年了，这条路
见证着乡村振兴，见证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日益改善和提高，看着那一张张洋溢
着幸福的笑脸，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应该
欣慰了吧。如今又有了国家好政策的扶
持，这条路进行了重新铺筑，旧貌换了新
颜，郭五爷的那条老路则成了坚实的基
层，继续默默地为老百姓服务着、奉献
着。踩在上面，心里无比踏实。

胖飞小卖部的灯熄了，李二婶跟王
嫂说笑着各自回家了，路灯下一条平整
蜿蜒的混凝土路，深情地扑倒在地，呼唤
着夜归的人们。“十四五”规划已经开启，
未来的五年更加令人想往。我们的脚
下，是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托举起
一个蒸蒸日上的美丽乡村……

人岁数大了总爱回忆过去，回忆过
去的美好，回忆过去的不如意。我的岳
父今年76岁了，他经常给我们念叨他过
去工作和生活中的琐事，谈起高兴的事
情他会眉飞色舞，说起遗憾的事情他又
会愁眉不展，唏嘘不已。

今年过年，岳父照例拿出一瓶茅台，
跟女婿、儿子、外孙三人共饮。席间岳父
提起了他遗憾终生的一件事，当初年轻
的时候为了家庭和生活忙忙碌碌、东奔
西跑、不辞辛苦，没有积极向党组织靠
拢，错失了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
机缘。于是，他对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
作的外孙子说：“你大舅在大学就入党
了，是天津中药大学优秀学生干部，还是
‘天津市王克昌奖学金’获得者，你要向
大舅学习；你工作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
是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入党；
姥爷给你下任务，今年一定要写入党申
请书，因为今年是特殊的一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你看我们过年能喝上
好酒，餐桌上有这么丰富的美味佳肴，要
感谢党啊。”

岳父名叫郭忠新，1945年出生于河
北省黄骅市李村乡二科牛村。1968年23
岁的岳父在家务农，因为人很老实，有把
子力气，干活勤勤恳恳，被村里推荐选入
了黄骅民兵营；营长分配他进了炊事班
当了一名“火头军”。后来因为表现好，
加入了共青团，并成为炊事班长，管着炊
事班里四个人；炊事班负责给民兵营二
百多号人做饭。

1972年，岳父的命运发生了转机，
“641”厂（也就是刚刚开发建设不久的大
港油田）要从河北黄骅就近招工，二百多
人的民兵营仅有四个名额，岳父因工作
表现突出被推荐到大港油田工作。因为
有炊事班班长的经历，他被分配到了油
田机关食堂当了一名厨师。这时候，一

向表现踏实、沉稳的岳父自然引起了机
关食堂党支部的关注，支部书记找到他
谈话，希望他更进一步，准备培养他从一
名团员发展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那时，岳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因
为岳母是农村户口，家庭负担颇重，自然
考虑的比较多。因为入党对他来说是一
件很神圣的事，他认为一旦把申请书递
交上去，那他就应该把单位放到首位，全
身心的投入和奉献，而不是把家放在首
位，肯定顾不上家庭和孩子了。当时，一
家四口仅他一人有工作，有收入，岳母还
在农村务农，身体又不好，还独自带两个
孩子，他权衡再三认为还是以家庭为重，
怕拖累党组织，所以最终放弃了入党申
请。于是，这就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1974年，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为人老
老实实，他被派到离家200公里的中国石
油北戴河疗养院食堂。在北戴河工作了
四年，这段时间他无时无刻不想调回油
田，因为当时在油田工作就可以有机会
把家属的户口办理出农村落户到油田；
但是北戴河疗养院领导不同意，因为他
工作表现非常好，同事关系也非常好，是
单位的工作骨干。

在北戴河期间和他住一间宿舍的
是部队的一位复员老兵，给原石油部部
长余秋里家里做过饭，这个老兵劝他别
调走，跟他说，有机会推荐他也给领导
家里做饭。后来果然机会来了，在北戴
河工作的职工有项福利，可以带家属去
北戴河疗养院探亲一段时间，1974年夏
天，岳母就带着两个孩子去北戴河疗养
探亲。在这里经常能碰到石油部疗养

的领导家属，石油部一位重要领导的女
儿就特喜欢那时还是小孩子的我媳妇，
还特意让她妈妈找到岳父去做工作，想
把我媳妇带回北京去，同时也希望岳父
可以到他家里给他们做饭。岳父没同
意，怕去了之后岳母户口调动的事更没
希望了。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在北戴河工
作四年的岳父终于回到大港油田党校食
堂工作。

1988年，油田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
加快，对外业务交往逐渐增多，油田要求
选拔一批优秀的厨师去南美阿根廷为在
那里工作的中国人提供餐饮服务，选拔
的范围自然是机关和党校的政治素质
好，业务能力强的厨师。岳父因为在党
校食堂的工作表现优秀，被推荐上去了，
机会多难得呀。但是，岳父考虑到两个
孩子上小学，他这一走，孩子肯定没人管
了，斟酌再三毅然放弃了此次难得的出
国工作机会。同他一起被推荐去的厨
师，三年后回国探亲，都挣了许多外汇。
回去的时候大都把家属带出国定居了，
期间，有跟岳父要好的厨师，悄悄地到家
里劝他跟他们出国挣钱，他们在那边可
以帮助安排工作，岳父还是选择了放弃。

2005年，岳父光荣退休了。单位领
导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一辈子工作勤
勤恳恳，踏踏实实，是石油战线上的老黄
牛；虽不是党员，但一辈子以党员标准来
约束要求自己。

可是，岳父心里明白，这辈子让他耿
耿于怀的事，就是没有向党组织递交一
份入党申请书。

初中过后，我便没有了马校长的消
息。我的少年时光也随着四处求学而
奔波不定，回头寻觅时，早已不见了踪
迹。才发现，当淘走时间的浪退去，每
个人都是大地之上的过客，而那些留下
的、能够在心中细细回想的话语，却活
得比他们走过的时间还要长。
“我告诉你们，我马向东要是能让共产

主义提前一秒到来，那这辈子就没白活。”
马向东是我初中时候的校长，高高

的个子，眼中时刻闪着严肃的光，是个
远远看去就能感到倔脾气的老头儿。
这话我只听他说过一次，却逐字不曾忘
记，我仍能凭记忆回想他说话时候的眼
神，以及话音落处长久的沉默。

那个时候，未谙世事的我当然无法
感知这话语中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觉悟，
只是在震惊之余，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
的纽带感，从小我就唱着歌，“我们是共
产主义的接班人”，我和他之间是被共
产主义紧紧连接着的。我常常会产生
这样的疑问，共产主义究竟有怎样的力
量，让马校长如此向往。

于是，沿着时间的河溯源而上，寻
找共产主义在中国最初的样子。在那
里，沉视原野外的夜空，等待暴风、疾雨
和一声惊雷。大变局的时代，苦难的国
运带给人们思想的冲击，迫使他们选择
对社会变革的深入思考。

如果将地图铺开，在上海、北京、武

汉、长沙、济南、广州几处地方做下红色
标注，便会发现这些点迹繁星般散落，
仿佛细小的微光在广袤大地之上隐隐
灼灼。这是最早在国内成立的几个共
产主义小组所在地，若以长江的走向为
界，六个点迹被江水大致均分，神奇般
地南北呼应，在众星拱卫的最东方便是

上海。1921年7月，一张张面孔鲜活，
代表着分散在各地的具有相同信仰的
马克思主义追随者来到了这里，他们选
择了奋力投身共产主义，创建了中国共
产党。彼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发出
了一道光，照进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

是中共一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
个纲领》里的第一句话，这个在时代中
诞生，并将开创出崭新时代的政党有了
自己的名字，有了自己的纲领，有了自
己的组织。“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
起来，宣传共产主义”，从此，共产主义
成为大地之上红色的信仰力量。

站在当下，憧憬当日热血沸腾之

时，仍不免令人振奋。处于大变局时代
的人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却能够洞悉
变局中无法逃离也不应逃避命运。动
荡不安的年月里，救国图强成为一代人
奋身的执念，他们思考民族命运的转
机，感知自身肩负的使命，正是这无私
无畏的使命感，激发出人类最本真的信
心与勇气。

一个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人生莫大的幸运，便是发现自己存在于
人世之中的使命。有些人，探讨活着的
意义，而另一些人，活出了意义，在探索
中拓展了生命的宽度。当时代的潮流
呼啸而过之际，每一代人都会做出顺应
时代的选择，成为时代划分的见证者和
亲历者。

再一次，沉视原野外的夜空，由一
颗星照见万颗星，由一盏灯照见万家灯
火，古大陆充满了光明。从50多名党员
到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最大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信仰之光照耀着前行之路，
深刻地改变了古老中国的命运，也改变
了红色土地之上人民的命运。

由此想及马校长，以及同他一样
的人们。在他们心中，信仰高于一切，
高于生命，高于山川、丘陵、大树、飞
鸟……有一条路，在他们面前，共产主
义便是大路朝向的目标。他们沿路行
走，大路指引着他们，也隔离着黑暗，
他们就是星斗。

七 月（外一首）

刘则成

岳父的憾事
余 兵

郭
五
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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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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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光
胡慕安

在党的怀抱中成长
张松新

二十七年前的一月十九日是个难
忘的日子，刚上小学的儿子，高兴地搂
着我的脖子说：“妈妈，您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我就是党的孩子了。”是啊，做党
的孩子多么幸福啊！

沐浴着党的阳光，1958年春，我出
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自小父亲教育
我们“要听党的话，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穷人哪会有自己的土地！”父亲抚
摸着红彤彤的《土地证》深情地回忆“土
地改革运动”。当讲到“共产党领导的
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
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时，激动的心情
溢于言表。因此，“跟党走，报党恩”在
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扎下了根。

1965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光荣地
加入了少先队。老师教导我们：红领巾
是红旗的一角，是用无数烈士的鲜血染
成。自此，雷锋的“钉子精神”激励我刻
苦学习。刘胡兰的无畏气概勉励我爱
憎分明。置烈火烧身于度外的邱少云，
告诉我为了祖国和人民舍生忘死。人
民的好干部焦裕禄的模范事迹，使我懂
得了怎样才能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校园的文艺舞台上，我们高擎红
旗，雄赳赳，气昂昂出演毛主席的《七
律 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只等闲……”伴着激昂的旋律，体会“金
沙水拍”“大渡桥横”的艰险，感受伟大
的党领导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感天撼地
的壮举。

1976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郑
重地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期间，无论是担任政治夜校辅导员，还
是当民办教师，我都用共产党员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党的方针政策传
达给每个社员，将红色基因在课堂上
渗透体现。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正值风华正
茂，赶上了祖国改革的大潮。恢复高考
的1978年，我考入了“东郊师范”。两
年“东师”的学习生活，我始终坚持思想
上积极要求进步，中文知识的学习扎实
过硬。先后获区级优秀团员、三好学
生。全校作文竞赛第一名，年度奖学金
等殊荣。

步入教育教学岗位后，我深知：若
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应有一桶水。不懈
学习，汲取能量永无止境。因此，延续
学生时代的学习作风，与学生共同成
长。工作两年后，是党对教育工作者的
关心，出台了继续进修的政策，经全市
统一考试，我又顺利考上了“天津师专
中文脱产进修班”（带工资，享受着国家
的伙食补贴）。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
我们万般珍惜。课堂上，我们专心致
志；课下，我们讨论切磋。脱产进修的
两年里，适逢师专中文系师资力量极其
雄厚，邱文治教授致力于研究鲁迅、郭
沫若。王玉雨老师编撰的《外国文学》
等都作为我们进修的教材。此外，师专
图书馆丰厚的藏书，也为我们课下阅读

查找资料提供了有利的保障。我还充
分利用班里四分之三都是四五十岁有
经验的老教师这雄厚的资源，虚心向大
家学习教学方法。
“一课一得”和“目标教学”,是我师

专毕业重返教学岗位后，迎来的教学改
革。在作文练习方面，结合我市道路交
通的巨大变化，带领学生骑车游览外环
线，启发学生抒写散文，歌颂家乡的变
化。以东丽公园为对象，引导学生采访
公园管理人员，用准确的数字加以说
明，由此，体会到了公园给老百姓带来
的休闲与惬意。灵活多样的形式激发
了学生的写作兴趣，学生作品散见于
《渤海早报》《群众作家》等报刊杂志。

立足三尺讲台，与党组织谈心交
心。十几年对党的追求，200余份思想
汇报呈现在纳新大会上时，陈曦书记深
情地说：“这是张老师对党组织怎样地
赤诚啊”！

27年的党龄，我在党的怀抱里，思
想不断进步，能力日渐提高。“先进教
师”“优秀党员”是党组织给予我的勉
励。因此，无论工作与生活遇到多大的
困难，牢记每个党员，即是一面旗帜。
公而忘私，初心不改：父亲病危，我没有
丟下毕业班的复习课，因为我是共产党
员；先生重病多年，学校、医院、家三点
一线日夜奔忙，没有耽误学生一节课，
因为我是共产党员；“齐家，治国，平天
下”，我深深地懂得小家的和睦，关系到
国家的安宁。所以，不管家庭角色如何
变换，维护和谐氛围，既任劳又任怨，因
为我是共产党员；作为区作家协会的一
员，用手中的笔，书写党领导的改革开
放取得的成就，曾多次获奖。传达正能
量，歌颂美好生活责无旁贷，因为我是
共产党员。

初心如磐
跟党走

张勇

刘长会 作□ 剪纸 盛世繁华

庆祝建党100周年征稿选登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庄严党旗映初心，
牢记使命为人民。
锤头镰刀旗赤红，
百般磨难向前行。
坚定信心跟党走，
革命精神代代传。
浩然正气心中荡，
国富民强赞辉煌。
百年华诞颂党恩，
千秋大业党领航。
团结奋斗新时代，
实现伟大中国梦。

□ 诗歌

朱家海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