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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党旗下的誓言
高玉荣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是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诞辰45周年，这一天是我和老伴终身
难忘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我和老伴在同一地点
——宜兴埠公社大礼堂里，同一时间——
上午10点，在同一面鲜艳的党旗下，庄严宣
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永不
叛党”。入党誓词字数不多，记住并不难，
难的是终身的坚守。

为了党旗下的誓言，为了共同的理想
信仰，1970年10月我俩走到了一起。我们
下定决心，以雷锋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一辈子为人民做好事，干实事，在自
己的岗位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
党旗增辉，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为了这个誓言，我们扎根基层，积极工
作。婚后第三天他回到学校去上班，我回
到区委机关工作。

老伴当时在北郊区小淀中学任副校长
兼任英语教学工作。他给自己订了一个规
定，每天要提前半小时到岗，做好上课前的
一切准备工作等。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顶
住了各种恶劣天气的影响，完成了自己的
诺言。后来调到区教育局、卫生局、外贸局
等单位，但这个规定他一直坚持到退休。

老伴在学校的工作很辛苦，经常要加
班加点，我的工作也很忙。自从有了两个
孩子后，我支持他住在了学校，这样可以
方便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还能处理学

校临时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我带着孩子
住到了我父母家，送孩子去幼儿园、干家
务等都由我来承担。我在区妇联工作经
常要下乡，在孩子还在喂奶期间，领导派
我下乡搞调研，我骑着自行车带上被子、
脸盆一去就是一个月。因给孩子断奶，出
现低烧又拉肚子，但我没有被困难吓倒，
还圆满地完成了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

为了这个誓言，我们听党话跟党走，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1973年区教育卫
生局分家，把老伴这个外行分到区卫生局
工作。服从分配，党让到哪就到哪工作。

为了工作中不说外行话，不做外行
事，他除了做好防病、治病日常管理工作
外，还挤时间学习基础理论、生理学、人体
解刨学、拉丁语等，还积极深入到传染疾
病区。为了掌握医院、公立卫生院工作运
行情况，不定点的深入，做到心中有数，使
自己能结合实际，落实党的卫生工作的法
律法规，并拿出灵活多样的解决问题的办
法。为了了解本区人民对卫生事业的要
求，他主动承担下乡任务，如防汛排涝工
作组、三秋三夏工作组、农业学大寨工作
队等他都去过。他在区卫生局当了十三
年副局长，我区的爱卫会工作多次被评为
郊县第一名。直到1986年改革开放大发
展，由于外经外贸事业的需要，他这个学
外贸的被调到区外贸局工作。

我在区妇联工作十七年，妇联工作就
是要帮助妇女解决困难事、烦心事，温暖

千万家。让妇女有活干有钱挣脱离贫
困。我们与农经委配合开展了妇女“双学
双比”活动，发动妇女学习种养殖技术，学
习手工编织，涌现了许多种养殖女能手，
促进了区经济的发展。

为了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我
们建立了婚姻介绍所，开始只有大龄男
青年报名，大龄女青年不好意思报名，我
们就发动工会、团委、妇联干部一起找，
女青年不愿到机关来见面，我们利用周
日加班加点为他们牵线搭桥，经过我们
的不懈努力，有10多对大龄青年男女终
成眷属。

为了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后人，我在
区档案局工作时，多次到杨连弟爱人家中
去调研，主持编写了《杨连弟名人档案》，
为建立杨连弟展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打下了基础。

为了入党誓言，我们不忘初心，奉献
余热。退休后，我又成为了北辰区关工委
宣讲团成员。老伴支持我干好这项工
作。他叮嘱我要在三尺讲台上讲好中国
故事，教育青少年爱党爱国爱人民。

为了讲好课，每次写完讲稿后，我都

要让老伴提意见，修改后才拿到基层去
讲课。

2013 年我被聘为市政府民心工程
“家庭教育大讲堂”活动的宣讲员。2016
年，根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安排，被聘
请到基层讲党课。现在我已年过七旬，但
仍坚持到社区、农村、学校去宣讲，这让我
们晚年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和愉快。

多年来我深入基层义务宣讲达100
多场次，听课人数超万人次。我用科学的
理论和自己的人生感悟及身边英雄模范
事迹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领
青少年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听党话跟党
走，做红色接班人。

2020年8月，我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工作者，当我拿到奖章时，我
对老伴讲，这个奖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
的一半。

为了同一面党旗下的誓言，我和老
伴要认真学习党的百年历史，汲取前行
的力量。

新时代的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为人民干实
事解难题，这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三写入党申请书
丁永清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

党的百年华诞，心潮澎湃、热血涌动，深情回顾在党的旗帜
下成长历程，最难忘的是十五年中，我三写入党申请书，接受党
组织培养考验，成为一名光荣共产党员的情景，且终生追求思
想上入党。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每天享受着党的雨露滋
润，“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记得清；文艺演
出领唱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信
念日益坚定。党的指引方向明，力争“德、智、体”全面发展，上
高中时被评为市级三好生。从那时起，听党话，跟党走，成为
党的人，已是心底最美好的愿望与憧憬。

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是 1975年在区广播站作临时工。高
中毕业的热血青年面对紧张的工作，还有些不适应。在师傅
刘万友、邢永波的言传身教下，思想学习不放松，工作积极又
主动。我苦练播音，提高水平，发挥了党的喉舌作用；为全区
通有线广播,操练爬杆架线往前冲。师傅又提醒，要更快进
步，必须得到党组织的指导帮助。于是，我首次写了入党申请
书，十分郑重地递交给了站党支部，为党工作并付诸了实际行
动。1976冒着余震危险，坚持在播音间直播抗震救灾事迹，提
高全区人民战胜灾害热情；不论严寒酷暑，骑车上百里巡线
（送录音带），保证有线广播的畅通，使党的声音每家每户及时
聆听；脏活累活干在前，团结同志，乐于助人，得到了全站同志
们的认同。

第二次写入党申请书是1980年在河头中学教学中。“北师
大”（北郊师范大院毕业的中专生简称）毕业，分配到河中任教，
再写申请书，表达了对党的热爱的一如既往。工作上忠诚党的
教育事业，教育教学下苦功，校园中时常出现加班加点的身
影。教室里高尔基《海燕》的范读声绕萦，朱自清《春》的观摩
课，使教师与学生双赢。年级组长干得有声有色，教工团活动
自觉请缨。教育教学成绩名列前茅，培养出安向东、崔玉杰、孙
爱荣、荣风等一批高材生。

第三次写入党申请书是 1985年借调区教育局工作时。在
教育局先后换了几个工种，无论干什么，都像一颗螺丝钉，不管
钉在哪里，均发挥应有作用，以实干笃定前行。改善办学条件
深入每所学校查危补漏，确保校舍无险情；搞信息报道，先后
发表大小文章 200余篇，扩大了教育系统影响名声；负责团委
工作，各项活动风生水起，精彩纷呈。特别是从事德育工作，
大活动充当主持人，提高了能力。在政治上，李艳娜科长对我
高标准严要求，启发我又一次写入党申请书。并作为我的入
党介绍人（另一位介绍人是培训科刘主任），引导我加强了党
性锻炼和修养，将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了然于胸，严格用
党员标准规范言行，靠拢党组织成内心自觉行动，进一步接受
了党组织检验与考评。

1990年我又调区委办工作，得到赵殿奎主任和同志们的关
心器重，影响教育我从思想上入党更要首当其冲，受益匪浅，认
识行动产生飞跃，前进方向明又清。

党组织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1990年 12月6日，这一天，令
我终生难忘，教育局机关党组织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吸纳我为
中共预备党员，我自此正式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中。

经过15年的努力、追求、进步，我终于举起拳头，站在党旗
下宣誓，那是一种庄严，那是一种神圣，那是一种光荣。

常言道，进了党的门，就是党的人，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
思想上入党一世一生，这成了我入党后的座右铭。在以后的学
习和工作中，时时告诫自己听党话、跟党走，以党的事业为事
业，以党的工作为工作，成重中之重；思想上入党的脚步一刻没
停，为党奋斗、奉献、争光成崇高信奉、永恒的行动。

在区委办干信息工作三载，两次被评为市委系统年度优
秀信息工作者，全市属上乘；在天穆镇、大张庄镇工作十六年，
坚决执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决定，大力普及科技
知识技能，被授予全国农村科普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成为
国家级小典型；在区地震办工作两年，第一年地震办被评为市
级地震工作先进集体，第二年全国地震工作先进集体有北辰
的大名。

如今退休已66岁的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仍然保持活到
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之心境，永远怀着对党的深情，尽所能发
点光亮、发挥点作用。踊跃参加老干部局、街道党委和文联组
织的学习、报告及公益活动；写一些歌颂祖国歌颂党的小诗文，
宏扬正能量身体力行；感染带动身边青少年，把红色基因代代
传承。

今年 4月 18日，我与区文联同志们一行，来到安幸生烈士
故居，把入党誓词重温共鸣。暗下决心：永葆共产党人初心，永
远爱党、兴党、护党，永远走好思想上入党在路上的长征，为伟
大祖国更加繁荣强盛，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更加
朝气蓬勃、更加年轻，继续贡献力量、奋斗终生！

（一）

一把锤头一把镰
唤醒民众把身翻
红色思想点星火
南湖涟漪有红船
刻画江山谋复兴
艰难险阻意志坚

（二）

战略转移二万五
跨越草地翻雪山
建立革命根据地
党的中央驻延安
国共谈判促和平
民族大义记心间
抗战解放不退缩
消灭反动肃敌顽

（三）

建立人民共和国
重整百废旧河山
不惧西方野心狼
艰苦卓绝爆核弹
万众一心搞建设
钢铁石油产量翻
关键时刻不迷路
拨乱反正救河山

（四）

深刻反思前进路
改革开放新起点
包产到户显活力
农业农村换新颜

经济特区成就高
税收就业谱新篇
发展经济搞建设
惠及民生福祉添
一国两制促统一
行政特区有发展

（五）

筑牢根基强军路
国防精兵御顽敌
东风航母增战力
不畏霸道与强权
众志成城抗疫情
大灾大难压不弯
神州天宫参北斗
太空探月火星现
绿色发展生态好
青山不改筑金山
脱贫攻坚赢胜利
乡村振兴新发展

（六）

壮士断腕刮骨疗
自我反醒敢纠偏
老虎苍蝇一起打
严惩腐败不懈怠
民族复兴引航向
国运强盛兴百年
历史征程新时代
鼓足干劲加油干
全心全意为人民
人民就是好江山
百年红色共产党
引领中国永向前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三章 英名慰世

那时他只有18岁，年纪还小，不愿意
离开天津，离开穆老。穆成宽就给他做工
作，“去吧，你很有发展前途。现在咱们天
津还没有专业队，去了部队，你就是正式的
专业队员了，能创造更好的成绩。”为此，
穆成宽亲自把他送到了部队。

“八一”游泳队是1955年成立的，由各军区、军兵种选拔出的优秀运动员组成，
作为解放军游泳队，由海军代管，称海军体工队“八一”游泳队。队伍刚刚建立，年轻
人在一起更是争先恐后各展身手。王者兴在穆成宽的精神感染、激励下，在部队里
更加奋发努力。1958年，他由于训练中用力过猛，腰间盘脱出，被抬到医院住了整
整一年，无法再进行大运动量比赛，不能再当运动员了。“八一队”领导看重他的品格
和敬业精神，一定要把他留下来培养，送他到解放军体院学习深造。毕业后，回“八
一”队任教练，后任队长、总教练，负责带领11个教练。在他担任队长期间，培养出
几个全国冠军，并连续四届获全国比赛冠军。“八一”游泳队成为国家游泳队的中坚
力量，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四连冠”游泳比赛团体总冠军称号，
并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表扬。

穆成宽是把王者兴引向游泳事业的第一人。他的为人处事、工作作风、生活态
度、非凡智谋，以及对运动员的精心照顾和培养的方式，都使王者兴永远牢记在心。
人生之路上，能遇到一个好带头人是一生的幸事。他到了“八一”队后，无论是当运
动员，还是当教练、队长，完全按照穆成宽的工作方式，团结带领好一班人。培养教
练员、训练运动员先抓思想，首先让大家懂得为什么而练；交人先交心，坚持以鼓励
为主，从不乱批评人；对于坚持苦练的队员点到即可，响鼓不用重捶敲。他采用穆成
宽的训练方法，坚持陆上训练与水中训练相结合。在训练时，以身作则，像穆成宽一
样，始终在池边跟着运动员来回走，观察游程问题，纠正
运动员的动作姿势。经他培养出的教练，没有一个是坐
在一旁指导运动员的。 连载

这可令解放军指战员惊羡不已，原来这位“杨大哥”还有如此高超的修车技术，真是
人不可貌相啊。当时，许多人别说汽车什么样没见过，就是听也没听过。

不久，在解放军汽车兵的帮助下，杨连第学会了开汽车。
十、奋勇支前
1948年12月下旬，中共（天）津武（清）县县委副书记王玉率县独立营1个连和4个区

小队组成的战地治安团活动在津北地区，杨连第和弟弟杨连坡报名参加了北仓村支前委
员会并成为担架队队员。

1949年1月6日拂晓，东北野战军二纵独立第七师打掉了位于丁字沽西端的敌堡群，
歼国民党六十二军一五一师1个连过半，残敌逃入市内。8日8时5分，炮兵纵队三团三营
从宜兴埠向王串场、天津北站、北洋大学及转盘之敌试炮，15厘米口径的榴弹炮初试锋芒
便将敌水泥碉堡炸塌，并造成天津守敌以为解放军主攻方向在城北的错觉。9日，二纵四
师十一团拔除白庙村安徽义地和鲁西义地敌据点。11日，二纵六师十八团、三纵七师二
十一团也相继打掉了敌在丁字沽、霍家嘴、三元村等处的外围支撑点，东野总部警卫团则
以津北方向进行火力侦察、二纵四师也以小部兵力发起佯攻，加上其他措施，终于诱使天
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于1月13日夜将原部署在市中心的精锐一五一师调至城北，从而削弱
了解放军“东西对进”主攻方向敌人的抵抗能力。

1月14日10时天津战役总攻开始，至15日15时全歼守敌13万余人，天津解放。
从天津外围战斗打响到天津解放，杨连第与北仓等村的乡亲们在津武县县委领

导下始终战斗在支前第一线。大人们纷纷参加战勤委员会或支前委员会，刷标语，
撒传单，宣传东北军英勇杀敌的伟大功绩，揭露天津国民党军烧房毁屋、涂炭生灵的
滔天罪行。杨长林、屈宝祥等孩子们则走街串巷，高唱刚刚学会的歌谣：“老百姓，灾

难重，军阀压迫受欺凌，抓民夫，修碉堡，又把各村用火烧；解放
军，救命人，帮咱剿土匪，消灭蒋家军；乡亲们，要翻身，支援前
线去，夺回天津城。”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临近毕业，多家单位向桃子抛来橄榄
枝，待遇诱人，桃子都无动于衷。桃子的家
乡在我国西部最贫瘠一个小镇，按兵不动
的她让身边的同学很不解。

闻讯后老师找来桃子：“桃子，我把你
的材料推荐给几家单位，听说都想要你。
学校也很看好你，有意让你留校。”

桃子低头不语，不敢直视老师。
“你是不是另有打算或想法？”
“老师，我想回乡！”桃子毅然坚定。
老师一愣，片刻道：“你可要想清楚！”
屋里一片寂静。
桃子打破沉默：“老师，我想给你说个

故事。”
惊讶的老师直盯着桃子。
十多年前我家乡的一个小乡村，村小唯

一一间茅屋教室里，住着一到六个年级的十
几个学生。学校唯一的老师，身有残疾，行
动不便，但他包揽了六个年级所有课程。

一年冬天，有个放牛娃到学校后山放
牛，烤火时不慎把教室引燃了。被发现时，
大火已把教室的门窗封住了。教室里学生
乱作一团，只有老师出奇的镇定。他安慰
学生不要慌张，然后将被大火围困的学生
一个个往外背。

教室里还有一名学生，老师再次冲入
火海，看着哇哇大哭的女学生，老师咬咬
牙，把她抱在怀里一拐一拐往外跑。

快冲出门口时，烧得通红的门框“呼”
的一声砸了下来。在那一瞬间，老师把女
学生紧紧地护在身下……

桃子早已泣不成声。
许久，老师试着问：“你,你是那名女

学生？”
桃子重重地点点头。
“那，那位老师？”
“那场大火后，他，他永远睡着了”
“这，这！”
“他是我的父亲。”
“啊！孩子！”
震撼中，老师缓缓地站起来，把抽泣的

桃子拥入怀里。

回乡
农华

百年芳华

薛瑞生

百载生辰，
万贺盈朝，
举世聚焦。
见巡天探海，
龙腾虎跃；
移山填海，
筑路修桥。
党政齐抓，
军民共建，
快马加鞭竞赶超。
山河美，
更脱贫抗疫，

独领风骚。

遥忉救难皆夭，
幸马列传播党掌艄。
赞立国鏖战，
腥风血雨；
守成奋斗，

恶浪狂潮。
继往开来，
凝心聚力，
远虑深谋步步高。
新时代，
续宏图伟业，
重上云霄！

沁园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词
冯援朝

哺 育 摄影 王香菊

丌丌丌
丌丌丌
微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