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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擘画述交通
杨志艳

初心不改五十年
李少宗

回首自己走过的人生岁月，有很多事
大都淡忘或在记忆中消失，然而有件事却
一直烙在脑海里，打上深深的鲜红印迹。

那是1970年5月一天的下午，刚入
伍两年多的我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
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
誓词字字千钧。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
决心一辈子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在此后的日子里，无论是在部队还
是转业到地方机关，不管是组工系统还
是纪检监察战线，尽管岗位在变化，但共

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我始终没有忘记。
2010年5月，花甲之年的我从纪检

监察岗位光荣退休。退休后，我没有闲
下来，而是力所能及地参加社会公益活
动，退休不褪色，发挥着“余热”——曾
受聘长期担任南开区党史研究室编外
研究员、区委老干部局《红枫》杂志编
委、区政协《南开春秋史话》编辑等，还
积极为《天津日报·南开时讯》《中国书
画报》《今晚报》《天津中老年时报》等新
闻媒体撰写稿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党
的声音。

从1970年到2021年，50余年漫长
的人生岁月，半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使我
目睹了我们祖国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
带领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辉煌历程。虽然两鬓斑白近古稀，当想
起当年入党宣誓的情景仍然热血沸腾。
每次凝视鲜艳的党旗，曾经那“我志愿加
入中国共产党”洪亮的声音，依然响彻在
耳畔……

时间之水缓缓流淌，轻轻地涤荡着经年往
事，有些深烙心底的记忆如航海的灯塔，清晰地
镌刻着坚毅。

1921年的夏天，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一
条画舫召开，由此革命的种子就生生不息。一
代代不怕牺牲，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奉献、前赴
后继的共产党人给人民带来了福祉与希望。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历经了血与火的考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肥沃的土地就此鲜活起
来，像一个懵懂的孩子欣欣然张开了双眼，好
奇而又惊喜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人民从自
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单一生存状态过渡到生活
与工作载体的智能化，随之而来的是幸福指数
节节攀升，这一系列改天换地的巨变无不充分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为民情怀。作为一
名“交通人”，即使我的视线局限于日常的地理
方位中，但我依然能够清晰感受到交通发展的
“中国速度”。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小时
候的自己是一个快乐的少年，当太阳冉冉升起
时呼朋引伴，踩着清晨小草的露珠迈步上学，在
日暮西沉的霞光里，在炊烟袅袅和母亲此起彼
伏的呼唤声里匆匆告别小伙伴，吃罢晚饭后又
在蝈蝈和蛐蛐的伴奏声中一枕美梦。无论春夏
秋冬，始终是一派岁月静好的幸福画面。

后来一张录取通知书载着我的梦想走出了
大山，在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四通八达的繁华
大都市里，我蓦然感到了城乡差距，家乡尘土飞
扬的灰土路成了我心灵深处的哀愁。

所幸参加工作后正赶上路网大建设，家乡
路在我与同事们的精心施工下，2004年终于
在众望所归中铺好了最后一公里的沥青碎石路
面，一条宛如玉带般盘桓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公
路像幅伫立的风景画儿一样，令人心旷神怡。

2011年，家乡又发生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
大事儿，诸多共产党人奔赴在南水北调的项目

里，为了让北方人喝上南方的水，同时为了建设
龙背湾水电站，我们“交通人”又励精图治规划
了一条“美丽公路+特色经济+乡村旅游+历史
人文”的畅行交通路。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湖北武
汉封城封路。我们“交通人”与众多志愿者一
起，果断逆行，除了完成小区的值守任务，最关
键的是把持着各处的交通要道，绝不让病毒蔓
延。随后，“交通人”又积极投身于脱贫攻坚工
作，每个党员职工都与受助村人民结下了深情
厚谊，我们用汗水浇灌受助村，用亲情感动受助
村人民。我们踏遍了山村的沟沟坎坎、角角落
落，以“闻鸡起舞正当时”的状态，以“责无旁贷
舍我其谁”的担当，以“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
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的忘我精神，与广大村
民“撸起袖子加油干”，终于辟出了一片新天
地。我们让村民吃上了放心水，为贫困户送化
肥，投入专项资金，资助学生上学，帮助贫困户

销售土特产，为贫困户扩大经营出谋划策……
历时几年，在“交通人”齐心协力的帮扶中撒下
了希望的种子，收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换
新貌、展新颜。

党员是一面旗帜，就应该冲在最前面。每
年夏季公路水毁塌方、冬季扫雪保畅，时时考验
着“交通人”的耐心与责任心，一旦出现险情，中
断交通，那我们必定以党员为首不舍昼夜，直到
灾情解除。每当恢复交通总能听到悦耳的鸣笛
声，那是过往司机看到我们“交通人”不顾大雨
滂沱，浑身湿透，由衷而生的敬意。“他们在用喇
叭声点赞呢！”

今天我的祖国站在了“两个一百年”的历史
交汇点上。第一个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第二个
百年目标更加催人奋进。我将和“交通人”一
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继续书写着交通精彩
的华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
伟蓝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光荣在党 坚定信仰
宗祥

七一前夕，单位离退休党支部代
表党组织向我颁发“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这使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回顾在党56年过往，依然历历在
目、永不能忘。1965年2月24日，连
队里庄严的党旗见证了我的誓言铿
锵，那一刻发自肺腑的声音“我是一
名中国共产党员啦！”震撼着巍峨老
铁山，激荡着浩瀚旅顺港。从读高中
申请入党，到当战士坚守海防，党的
磨砺百炼成钢，从此注定了一辈子要
为党站好岗。啊，光荣在党，心驰神
往，既定方向，阔步昂扬，心中有党永
不迷航！立下誓言：一辈子当雷锋那
样的战士，敬党、爱党，做忠于人民的
“螺丝钉”，不为利欲熏心，不为私心

彷徨。一生一世把对党忠诚的美德
崇尚！

转业回地方，处处党培养。我牢
记：光荣在党，守护一方，无论“拧”在
哪个岗位，都要为党添彩、熠熠闪光；
都要拼搏进取、执著担当。这一生只
干党务工作，我时时掂量着“党”字的
分量——让“党”字灌头顶、“党”字种
心房。不懈怠，勇担当，不因办事差
错玷污党的光芒。从普通党员一步
步成长为基层领导干部，全靠党的精
心培养！

2002年退休，党的叮嘱不能忘：
光荣在党，永不下岗，实现价值，行有
方向；学而不厌，精神健康。我做到：
光荣在党，坚定信仰，让理想信念之

光为砥砺前行凭添精神力量；生活有
目标，充实有方向。虽不能驰骋疆
场，虽不能福荫遮凉，明知夕阳西下，
依然“奋蹄”忙，带好家风，服务邻里，
弘扬正能量！

手捧纪念章，豪情奔放。我们这
些“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在民众
中，或许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这
“一”应当是旗帜、榜样，这是党的重
托和殷殷期望！“光荣在党50年”无尚
荣光！我期待下一个50年，也许就是
奢望，有生之年，活在当下，哪怕是一
时一天，我们这些“光荣在党50年”老
党员，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都要紧紧维护
党中央，让信仰的旗帜高高飘扬！

鲜艳的党旗
在心中高高飘扬（组诗）

李惠艳

在儿女的心中
您是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
像那一枚渐红的枫叶
悠然飘荡在七月的渡口
您那翩翩的舞姿
无时无刻不在触动儿女的心绪

在想象的空间
您是一束悄然绽放的阳光
像一双被爱点亮的眼睛
怡然长成七月的大树
您那挺拔的身姿
每时每刻不在触及祖国的灵魂

面对青春的驿站
我只想把这份心情
在阳光的照耀下翻阅
华夏为您而明媚
神州因您而骄傲
长江长城永远成为东方龙的永恒

七月的驿站

梦想成真

回顾建党百年的峥嵘岁月
是七月最鲜红的词汇
勃发了中华儿女不懈的追求
展示收割的段落和情节
速写理想的真谛

回顾建党百年的坎坎坷坷
是您挥动巨手力挽狂澜
锤炼出自己的铁拳
是您浴血奋战，赶走了侵略者
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回顾建党百年的风风雨雨
是您绘制了一幅画面
让中国绽开青春的笑靥
是您揭开崭新的一页
让中华民族期盼梦想成真

党旗飘扬

我选择这一刻的辉煌与灿烂
走进您生命美丽的音符
聆听上下五千年的千古绝唱
让爱的流淌
绚丽人生的每一个乐章

我选择这一刻的温馨与和谐
走进您黎明的笛韵
聆听世界人民聚焦的镜头
让瞩目的目光
随着鲜艳的党旗在心中高高飘扬

推开洒满阳光的玻璃
求真务实的东风迎面而来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迎面而来
我感觉幸福的生活
在轮回中一次次逼近
一如沉默的远方
总在风雨兼程中呼唤书法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作者 于浚江

书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作者 徐志明

国画 富贵繁荣 作者 张斌

剪纸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作者 胡雁秋

雄风百年（组章）

蔡同伟

南湖红船
这条红色游船，划开浩渺云烟，载

着热血青年们，悠悠行进在1921年夏
天嘉兴南湖水面，驶向劳苦大众的期
盼。

船舱内，齐刷刷举起的拳头，攥紧
一个崇高信念；轻声朗读的伟大宣言，
荡起历史的滔天巨浪；悄悄点燃的星
星之火，燎原成不息的烈焰。

这条红色游船，开辟出一条金色
航线，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舰，冲
破惊涛骇浪、暗礁险滩，驶向一个又一
个光辉灿烂的彼岸。

南昌城头的枪声
1927年8月1日，一群志士英雄，

在南昌城头，打响穿透黑暗的枪声。
正义而愤怒的呐喊，宣告了人民武装
的诞生，唤醒了劳苦大众的斗志，让整
个旧中国为之震动。

从此，红色队伍燎原神州，沿着党
旗引领的征程，奋战于硝烟弥漫的岁
月，进行艰苦卓越的革命战争。无数
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前仆后继、英勇前
行，冲向一个个胜利高峰，血肉之躯筑
成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

今天，那遥远的枪声，仍在历史深
处轰鸣，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发起我
们对革命先烈的怀念和感恩，对人民
军队的热爱与崇敬。

长征
那时候，革命羽翼尚未丰，红色前

途迷迷蒙蒙，打着绑腿的人民队伍，不
怕牺牲。

血雨，泯灭不了他们坚定的信念；
腥风，扫荡不住他们斗争的激情，镰刀
锤头赋予的责任使命，化作走出苦寒
的强大热能。

于是，他们依依惜别瑞金，沿着战
略转移的主题追寻光明，高举穿满弹
孔的红旗，背负期冀，蜿蜒向北如长
龙。

这是旷古空前的艰难征程。英雄
的红军脚穿草鞋，勇敢向一处处生命
禁区驰骋，挺起铮铮铁骨，前仆后继，
浩气如虹。

啊，多少走过的路，会被时光洗得
模糊不清，而红军踏出的长征路，永远
闪亮在中华史册中，撼动着一代代人
的心灵……

孟良崮
走向孟良崮，走进历史深处，1947

年的轰鸣枪炮声，仿佛响在耳鼓。
踏着岩石的硬骨，把那场战役感

悟：当年，决战之初，敌我的装备相差
悬殊，后来，英勇的解放军，为什么粮
弹充足？哲理一样的答案，写进了中
国革命教科书，能否取得老百姓的支
持、拥护，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拜谒孟良崮，心中涌动一种情愫：
作为党的一分子，我们应该时刻记住，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与人民群众为
伍。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行的中
流砥柱，是江山稳固的坚实基础……

10月宣言
1949年10月1日，雄伟的天安门

一派喜庆盛装，一代伟人毛泽东，站在
历史的制高点上，朗诵出“中国人民站
起来了”的恢宏诗章。激昂的宣言，在
古老的东方嘹亮，慰藉着革命先烈的
英灵，湿润了劳苦大众的眼眶。

从此，中华儿女扬眉吐气，欢喜沐
浴和平的阳光，在神州大地，播撒艰苦
创业的种子，种植革命建设的景象，昂
首阔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春天的故事
1979年春天，中华大地刚刚返青，

一位伟人站在南海边，深邃的眼睛满
含深情，思考着社会主义建设前途。

国门打开，吹来一股清新世纪风，
神州茂盛一片繁荣；改革的利斧亮闪，
斩断束缚国人手脚的羁绳，开辟出日
新月异的风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古
老东方坚挺，红红火火的日子，喜悦着
老百姓的心境……

扬帆远航
南湖水面那条红船，历经100载

风雨涛浪，已经涅磐成航空母舰，行进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

信念的旗帜，在舰头高高飘扬；求
索的汽笛，在长空声声回响。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稳健掌舵，把握航行的正确方向，亿
万人民齐心协力，追寻着新的希望与
梦想。

不惧道道暗瞧，不怕重重雾障，
以勇往直前的气魄与胆量，疾行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航道上。载着全面
小康的硕果和人民的需求、向往，航
空母舰正加足马力，驶向中国梦的辉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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