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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的海河
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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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我光荣在
党46年。回顾自己对党的认识，经历了从
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我
深切地感到，入党是对信念的考验。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当我在孩
提时，我能看到的是村里共产党员为老百
姓的事日夜操劳。村长蒋二叔看到给麦田
浇返青水的水泵下口被柴草堵塞，二话不
说，脱掉棉衣，跳入带冰碴儿的河里，把堵
塞水泵的柴草和枯树烂叶打捞上来，使水
泵重新工作。到老了时，蒋二叔经常腿痛，
严重时膝关节红肿，走路困难，可他不后
悔，说：“我是共产党员，无数先烈为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我这病
算什么，就是瘫了也值得。”我就是从村里
党员为群众服务中，在幼小心灵中埋下了
“共产党员好”的种子。

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是具体的。家
乡解放了，共产党领导群众搞土改，分田
地，我家分到46亩地。以前租地主的地，打
谷场上，麦子刚装口袋，地主婆来了，五五
分，扛走一半，爷爷脸上丰收的喜悦不见
了。土改后收获除交公粮都归自己，丰收
年景家里大囤流、小囤满，大人孩子笑得合
不上嘴。解放后，把村里的大庙改建公办
小学，全村愿意上学的娃都进了学校。开
展镇压土匪恶霸，社会秩序稳定，老百姓结
束了担心害怕，度日如年的苦日子，等等。
共产党干的这一桩桩一件件好事、实事，老
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群众都说共产
党好，共产党时时处处为民着想，替民办实
事、好事。家长嘱咐我们，在学校要好好学
习，听党的话，跟党走，做党的好孩子。那
时还谈不到信仰，只是感性的认为共产党
员是好人，共产党员组成的党肯定是好党。

理论水平的提高，使我对党的认识从
感性上升到理性。1965年，我考入天津师
范学院政教系。政教系开设主要课程就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目标是中学政治教
师。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懂得了
为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的道理。而且，思
想上也受到深刻教育，明白了什么是共产
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及共产党员的标准和
要求、义务和权利等。决心好好学习马克

思主义，听党的话，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
党。特别是作为中学政治教师，如果不是
党员，没有坚定信仰，你理论讲的再好，也
是苍白无力，很难对学生教育达到良好效
果。因此，我入党的心情愈来愈迫切，目的
愈来愈明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党的性质决定党员的高标准，入党难
是正常的事，而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入
党更难。上大学时，我刻苦学习，努力完成
班里交给我的各项工作，决心学有所成，不
负党恩，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
毕业了，被分配到市教育局五七干校劳动，
我服从领导，听从指挥，不怕苦，不怕累，任
劳任怨，埋头苦干。虽被推举为天津市教
育系统先进个人，但发展党员没有我。我
心里不服，但没有怨言，不灰心，我坚信真
金不怕火炼，只要信仰坚定不动摇，入党只
是时间问题。

后来，我被分配到北辰区（原北郊区）
南王平中学。这是一所边远校，学校办学
条件极差，教师工作、生活环境十分艰
苦。北辰区我人地两生，举目无亲，怎么
办？我想起平时总说的一句话：“哪里需
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现在是考
验我的时候到了，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先克服家庭困难，愉快地去了南王平中
学。教师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如果因为
教师不忠于职守，工作不负责任，使学生
中出现残次品，那是失职。影响的不仅是
学生个人前途、家庭幸福，甚至影响国家
未来的发展。因此，我到校后，“既来之，
则安之”，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中去。
叫我教什么课，我就教什么课，无论教什
么课，我都尽自己所能，认真备课，做好自
己。我先后教过语文、政治、化学课。学
校1972年开始发展党员，但一年发展一
个，我只能排队等候。

1975年，按组织计划要发展我入党。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学校有一段不良
风气，不入党，不提干，大家表面上你好我
好全都好。一旦谁要入党或提干，意见就
来了，不管真假。就在我准备入党会前三
天，有人质疑我的社会关系，企图干扰我入
党。党支部当机立断，派人去调查，并于预
定开会当天上午返回学校，证明我社会关
系清楚。按时召开党支部会，发展我入党，
当我在教育局新党员集体宣誓时，心情格
外激动，我暗下决心，决不辜负党的培养，
做一名好党员，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誓言，
为党旗增辉。

党员就要有党员的样。党员什么样，
先辈们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总结出三条
来：“平时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
险时刻豁得出来”。战争年代，共产党员舍
生忘死，前赴后继，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
慷慨赴死，涌现出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
等英雄模范。他们的精神万古长青，永垂
不朽。在和平建设年代，无数共产党员，
以主人翁精神为国分忧，为民解愁，贡献
了自己的光和热，智慧和力量。大庆油田
王进喜喊出了“宁愿少活20年，也要拿下
大油田”的豪言壮语，大长了中国人的志
气。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放弃国外优厚
待遇，义无反顾回到祖国。他们说，“外国
人能行，中国人怎么就不行！”他们不为
名，不为利，隐姓埋名，刻苦攻关，团结协
作。终于两弹炸响，震动世界，一星上天，
唱响震宇，中国的大国强国之势屹立世界
民族之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担当。作为中国共产党员，要继承
和发扬先辈的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乐于奉献、勇于
担当，廉洁奉公、全心为民，不管在什么岗
位，都要做出贡献。我在区教研室工作七
年，其中四年时间内，我一人独挑五个年级
政治教研，教材过关考试全市名列前茅，高
考成绩多年区内各科平均分第一。在区委
宣传部只有一名宣传部长主持工作情况
下，部内具体事务由我负责。来了新领导
后我坚决服从，在做好本职工作后，联系改
革实际，撰写多篇论文。在《天津日报》《天
津支部生活》《求知》等报刊发表，为改革欢
呼呐喊。在北辰教育处低谷时，我服从组
织安排回到教育局，团结带领广大干部教
师埋头苦干、扎实工作圆满完成区委“教育
打翻身仗”的任务。回顾过去，我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做了应该做，能做到的事，让党
放心，让人民满意，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
称号。

我已是耄耋之年，退休不能褪色。仍
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要活到老，学习到
老，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完成党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余热。

总之，入党是对人生信仰的考验，组织
上入党当然可以为喜，在思想上用马克思
主义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
入党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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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这金色的时光

定格——留存——

四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从教学楼走出
来，要去车棚推车。当我走上共青团路，一
阵香风飘来，虽不太浓烈但沁入肺腑。抬
头望去，一串串、一簇簇的紫白色的花朵迎
着阳光绽放在石梁的绿叶间，极似五月的
槐花。悠然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伤逝》中
主人公涓生追忆子君的一段话：“她又带了
窗外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
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
花……”这就是鲁迅笔下的紫藤。

从水泥路和红砖甬道之间的方形花
池中，藤干沿着混凝土铸成的梁柱攀缘而

上，盘结的确如钢筋拧成。藤的枝叶伸
展、缠绕，在方形的天井上方织就了绿叶
和紫花的絮网，阻挡了烈日的照射，又留
下点点空隙，让人既感觉清爽，又不觉得
压抑。紫白色的花开满“房”顶，伴随着晚
春的清风飘出阵阵幽香……

紫藤扎根在贫瘠的土地上，奉献给人们
的是绿叶与紫花的世界。或许是因为营养不
足，末梢的枝条似乎已干枯了，但并不折断，
依然为过往的人们遮风挡雨；紫藤的花并不
艳丽，既不像报春花受人瞩目，也不如牡丹花
娇媚动人，只是在万紫千红的时节，为人们增

添一丝馨香，稍不留意，就会被忽略。
沉思中，我的目光落在车棚墙壁的宣

传栏上，那里张贴着全校优秀教师的照
片。我忽然感觉：我们的老师正像那紫藤，
年年月月，他们用钢铁般的意志、百折不挠
的韧性，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用自己生
命的力量，织出绿色的屏障，呵护着每一个
学生；那一朵朵紫色的花，是老师奉献给学
生的知识芬芳；那伸向远处的枝条，是指引
学生前进的手臂；那片片绿叶，是老师送出
的点点关怀和亲切的教诲……

七年级学生列队走过紫藤架下，让我
从沉思中清醒。随着他们的行进方向，我
看到了校园里的那几十棵高大的毛白杨，
挺拔茁壮，片片绿叶在阳光闪光。忽然，
我发现，从紫藤架下走出的是一棵棵青青
白杨，操场上近千棵小白杨向着阳光，伸
展着年轻健康的臂膀，茁壮地成长……

云南，素有彩云之乡、七彩云南的美称。风景如画，云淡风轻，
天空是那样迷离而寂寥的蓝。大朵大朵的山茶花，金黄的，大红的，
娉婷于枝头，透着丝绸般的质地。紫红色的三角梅开得烂漫热烈，
一簇簇、一丛丛。那清淡的香味氤氲在空气里，如丝如缕，挥之不
去，叫人看也看不够，闻也闻不足。如此秀丽的景色，沁人心脾，令
人心旷神怡。

我先游览的是文献名邦——大理古城。苍山连绵起伏，云雾缥
缈。蓝天与苍山齐眉，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挽住流云，直奔苍穹。在空
旷辽远的澄澈色彩里，清脆空灵的梵音恍若隔世。那一刻，几乎能听
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苍山峰峦雄伟壮观，犹如一把利剑插入云霄，而
且主峰被云雾覆盖，看上去十分神秘。美丽的洱海呈现出一派欣欣
向荣、美丽富庶的景象。一阵阵微风吹过，水面上泛起一道道动人的
涟漪。大理就是这般富有魅力，让人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较之大理，我更喜欢丽江。白天的丽江，像久居深闺的清秀女
子，婉约却不失灵动。我在书屋里点了一杯香醇的咖啡，静静地靠在
木屋窗边，看着外面如梭穿织的人群，听着阶前流淌的水声，此时时
光也仿佛静止了一样，内心得到了片刻的安宁和愉悦。夜晚的丽江，
则如奔放的女子，张扬却不失含蓄。当夜幕降临，家家户户都亮起了
红灯笼，好一派热闹的景象。夜里十二点，漫步在酒吧一条街，会让
人觉得丽江的夜才真正开始。各具特色的酒吧里传来或激越或舒缓
的音乐，远处还有纳西族的姑娘和小伙在对歌。无论是哪种音乐，此
时都一样地令人兴奋和向往。听当地的导游说，来到丽江不去泡吧
等于白来一趟。导游的话仿佛有魔力一般，让我这个平时很少饮酒
的女子刹那间有了一种微醺的感觉。迈入酒吧，即便心意宁静也会
躁动起来，奔放的音乐会带着你尽情舞动。那一夜，酒没喝几口，但
心已经醉了。

若说大理的苍山给人以柔美之感，那玉龙雪山则透着阳刚之
美。我乘大索道上雪山深处，沿途奇峰罗列，有峡谷，有深涧，还有笔
直的参天大树。每到一个高度都有一个接口，接口处索道发出咯噔
咯噔的声音，让我一路心惊肉跳，手心里不时渗出汗来。终于安全到
达海拔4506米的云杉坪。只见茫茫的云雾裹着山头，顿时有种天上
飞雪的幻觉。忽地刮起大风有些刺骨，让人感觉凉意阵阵。风过，阳
光依然温暖着我，那么惬意，那么贴心。当我最后到达雪山5596米处
时，终于见到了高山之巅那抹神圣的雪。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大
声地高喊：“玉龙雪山，我来了！”

来到云南，不得不品尝云南的特色美食：丝滑香甜的云南乳扇、
口味正宗的过桥米线、香气浓郁、色泽鲜艳的宣威火腿、热气腾腾、香
气扑鼻的汽锅鸡、香嫩鲜美的大理砂锅鱼、鲜嫩细滑的青椒松茸、融
合酸、香、鲜美集一体的酸汤鱼、具有补血润肺功效的菠萝紫米饭、深
受众人喜爱的云南小吃鲜花饼……都让人大饱口福，身心得到愉悦
和满足，同时兼具了营养搭配丰富、膳食均衡。

此次云南之旅，不虚此行。云南山美、水美、人更美，真是人间仙
境、魅力无穷！再见了，苍山洱海；再见了，大理名邦；再见了，丽江古
城；再见了，云南特色美食。虽然只有短短7天，但我永远难以忘怀这
片热土，永远忘不了这风景迷人、物产丰富的云南！我爱你——美丽
的云南！

秋天的夜晚，月亮挂在中天，我和朋
友乘游船领略了旖旎的海河风光。

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是天津人的骄
傲。像一条玉带贯穿天津市区。北运河、永
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五条河流自
北、西、南三面流至天津后，汇为海河。海河
岸边人头攒动，或唱歌、或跳舞、或垂钓，或
漫步，好不惬意。橘黄色的灯光照映在波光
粼粼的河面上，两岸美景目不暇接，刹那间，
弄不清自己在画中还是梦中。

月光皎洁，我们兴奋地走到天津站停
靠码头，排队登上了豪华的游船。泛舟海
河之上，两岸风景各异：一侧是名人故居
和历史遗迹，另一侧是各种古典与现代建
筑相互映衬的楼宇。它们在灯光的照耀
下，展示着各自的精彩。总统府、教堂，异
域风情的大桥，传奇名人的故居，让游客
们大呼惊艳，纷纷掏出手机留念。我和朋
友兴奋地来到甲板上，秋风拂面，神清气

爽。你看吧，三群两伙的年轻人边赏美景
边拍照，幸福的笑容溢满脸上。

解放桥—大沽桥—北安桥—狮子林桥—
金刚桥—永乐桥（天津之眼），造型各异的海
河游船穿梭往来在河面上，美轮美奂，成为一
道靓丽的风景。这些桥梁造型不同，各具特
色，不仅是两岸交通及经贸文化交流纽带，也
凝聚着天津历史的深厚底蕴，同时，海上的
“一桥一景”还是一条绚丽多彩的观光带。

解放桥是一座全钢结构可开启的桥
梁；狮子林桥桥头有四座石狮，桥上不同
部位大小狮子雕像1177只，是名副其实的
“狮子林”；金汤桥位于建国道西端与水阁
大街的海河上。桥名取“固若金汤”之
意。桥长76.4米，是天津市现存最早建造
的大型铁桥之一。铁桥建于光绪三十二
年（1906）年，今天的金汤桥焕然一新，体现
了刚柔并济、古朴与时尚相映成趣的和谐
之美；北安桥雕塑采用西方古典表现形

式，桥两端的桥柱上分别是中国传统的青
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四方平安；大沽
桥的设计构思为“日月双拱”，由两个不对
称的拱圈构成，大拱圈面向东方，象征着
太阳，小拱圈面向西方，象征着月亮；天津
之眼坐落在永乐桥上，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桥上瞰景的摩天轮，是天津地标之一。

天津海河西岸有享有津门故里之称的
古文化街，是国家五A景区，与其比邻的天
后宫，始建于元代元泰三年，俗称娘娘宫。
供奉的古时护航女神，也称妈祖。天后宫
是我国最早的妈祖庙之一。海河东岸意式
风情街，原意大利租借地。置身其中，仿佛
进入异国他乡，令人心旷神怡。你还可以
看到一排排别致的小洋楼，袁世凯住宅，冯
国璋的旧居，享万国建筑波澜之景致，让你
不出津门揽尽欧式建筑风貌。

海河两岸步步皆景，两岸知名的景点
多，是历史文化荟萃的地方。云集文人雅
士、名商巨贾，它是天津城市的原起，缔造
了城市的繁荣。

月光下的海河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美丽的海河，我可爱的家乡，我为你祝福，
祝福我们的天津，我们的祖国如海河一
样，璀璨夺目，绽放光芒。

北辰籍诗书画家王超先生，虽年近83岁，却每有惊人
之举：这幅《吾为时代歌大风》的“诗书”作，便是一篇神来
之笔。

金秋十月，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
位50周年之际，他思绪万千一挥而就——

中华五千年，泱泱飘白发，现如今，又有了年轻而澎
湃的心（银发飘舞心潮涌）；继而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人
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成就（披我战袍立巅峰）。1971
年 10月 25日，祖国母亲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不仅是中
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50年波澜壮
阔，中国在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也造福了全人类。为
此，诗人发出了“蓝天碧海彤彤日”的欢呼声。今天 ，世
界又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祖国母亲已然走进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诗人再次发出“吾为时代歌大
风”的铮铮誓言！

王超先生的书法艺术，以“书笔”的法度加持，以“画
笔”的神韵升华，形成独具一格的书法气象。此幅“诗书”
作品，尤其彰显了他的艺术魅力——既有走笔千钧的力
道，又有飘舞逍遥的灵动；既有成熟于心的整体构思，又有
挥毫兴致的恣意挥洒。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此书法的
艺术表现形式与诗作的内容、形象、意境及作者的心境、思
想、抱负，有如落霞与孤鹜、长天共秋水，达到了近乎完美
的和谐统一，给予读者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双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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