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雪柏

父亲是一名老党员， 每年
“七一”前夕，都要拟一副对联，工
工整整地写在红纸上，贴在大门
上，红红的对联喜气洋洋。 以此
方式来迎接党的生日，多年来一
如既往，从未间断。

父亲拟的对联通俗易懂，含
义深刻，句句都流露出对党的称
颂和感激。

包产到户那年，农民有了自
己的责任田，自留地。 我家也不
例外，那年风调雨顺，再加上农
民的精耕细作， 获得粮食大丰
收。 看着溜尖的麦屯，想着能天
天吃上白面馒头了，父亲满脸洋
溢着幸福，乐呵呵的，靠在麦草
垛上脱口而出：

“联产承包，瓜香果盈，家家
粮囤冒尖；搞活经济，牛欢马叫，
户户福水流溢。 ” 横批：“包产到
户好。 ”

家乡地处黄土旱塬上，一年
四季缺水， 全村人围着一口井
转， 时常为排队打水发生争吵。
尤其到了夏季三伏天， 水位下
降，人畜饮水成了困难。 沟底的
一眼泉，天不亮，排队的人络绎
不绝，来晚了就抢不到水。 一年
到头，也很难洗一次澡。

前些年，农村饮水工程如一

场及时雨，清泉甘露惠民生，村子
里家家户户接上了自来水， 龙头
一拧，水花花的流着，清澈甘甜，
一年四季，源源不断，大大解决了
生活用水， 家家户户都安装了太
阳能，天天能冲澡。“七一”前夕，
父亲早已拟好了对联：

吃水不忘挖井人； 幸福永念
共产党。 横批：饮水思源。

去年， 针对村子里下雨天道
路泥泞的问题， 国家全部投资铺
成了水泥路，修了下水道，还安装
了路灯，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我家
大门上贴的对联是：

政策英明开盛世； 党风纯正
惠民心。 横批：政通人和。

前几天回老家， 村口新建的
文化广场已经投入了使用， 亭台
楼阁，绿树成荫，各种健身器材应
有尽有。 广场上乘凉的，锻炼的，
闲聊的，怡然自得，尽情享受着美
好生活。 村子里人议论最多的话
题就是党的“精准扶贫”“党员扶
贫先锋队”。

我悄悄问了问正在听秦腔
戏的父亲：“今年的‘七一’对联拟
好了吗？”父亲笑眯眯地说：“早拟
好了———

上联： 致富政策处处顺应民
意。 下联： 阳光大道条条彰显党
恩。横批：党的恩情说不完。”父亲
一边高兴地说着一边比划着。

98岁的
党代表
王艳

爷爷是个老党员， 1918年出
生， 1945年入党。 这个近百岁的老
头， 至今思维敏捷， 身体健康。

周末回家， 和爷爷聊天， 问他
为何要入党？ 他说， 新中国成立前
的日子， 老百姓真真是没了活路，
看着嗷嗷待哺的娃儿， 想找一条生
路。 恰巧同村一个兄弟给他宣传共
产党， 说党能带领农民翻身过上好
日子， 并介绍他入了党， 让他看到
了星光。

那时， 黑暗笼罩着大地， 入党
要冒生命的危险， 他们有条铁的纪
律， 上瞒双亲， 下瞒妻小， 万一不
小心暴露了身份， 有可能引来杀身
之祸， 还要连累家小， 所以保密工
作至关重要。 爷爷说， 新中国成立
后， 身份公开了， 第一次参加会议
的情景可有趣了， 有一对夫妻都是
党员， 互不知情， 各怀心事出了
门， 会场一碰头， 乐了： 原来你也
在这里！

回忆起往事， 爷爷神情凝重，
似重回过去激动人心的时刻。 他
说， 宣誓前， 支部书记让大家讲讲
党旗的意义， 前面几人讲得都不到
位， 轮到他， 结果一鸣惊人， 把共
产党的好， 党旗党章的意义， 应该
做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 讲得头头
是道， 博得一片赞扬。 支部书记又
宣读了党的纪律， 党员的权利和责
任等等。 宣誓时， 激动得都要哭
了， 心想， 老百姓终于有了靠山。

我问他， 党员的权利有哪些？
其实， 我不懂， 就想考考他， 恶作
剧一下， 没想到他张口就答， 党员
四大权： 发言权、 选举权、 被选举
权、 罢免权。 嘿， 这老头， 思路一
点不糊涂呀。

正是这次演讲， 让组织看到了
爷爷的组织能力。 1946年， 爷爷光
荣当选村支书， 一干就是好多年。

“文革” 时， 因为工作， 得罪
了人， 被公报私仇拉去批斗， 家里
的小孩子们都不敢出来玩， 好在有
人反对才作罢。 面对这些刁难与屈
辱， 幸亏他的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支
撑着， 历经五次批斗都挺了过来。

认准了共产党能救穷人， 一辈
子跟党走。 这一走， 就走了半个多
世纪。 作为老党员， 爷爷享受着党
的津贴， 逢人就夸共产党好。 现
在， 儿孙们好多入了党， 爷爷被推
举为我们家的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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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歌子

通道会议会址感怀

血染湘江岸。
重围灭顶前，
飞行会议议攸关（1）。
生死抉择论辩整一天。

侗寨浮桥畔，
罗蒙月夜寒。
千军命系瞬忽间。
颁令转兵贵州挽狂澜。

（1） 湘江战役惨败后， 面
对 蒋 介 石 布 下 的 重 重 包 围 ，
1934年12月12日， 中革军委在
通道县城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
议， 讨论中央红军转移路线。 会
议经过一天激烈辩论， 最终采纳
了毛泽东同志转兵贵州的建议 ，
从而躲过了国民党在红军去往湘
西路上布下的天罗地网， 挽救了
中央红军。 这次会议被称为 “飞
行会议”， 史称 “通道会议”。

吕运涛

赶考的前夜
梳理着血与火的试题
金戈铁马 攻坚克难
用了整整二十八年
驰骋古今的智慧
汇成小山村的笔墨
写意新中国的春天

一张小木桌
面对的是崭新的治理试卷
一间小木屋
容纳的是清新的建造蓝图
一座小村落
承载的是全新的城乡文明
从革命到建设的节点

从乡村到城镇的转折
西柏坡的顶层设计
浇铸“两个务必”的历史宝典

赶考的试题是规矩
丈量作风的尺寸
规范行为的方圆
将一张张禁令牌
在小山村的炉火里冶炼

赶考的试题是发展
解救脚下的土地
保障民众的尊严
将一张张通行证
在小山村的窗口里颁发

面对一位学者的提问
跳出历史的周期
共产党人为民的基因
便是开启答案的金钥匙

筇樵哥
南湖烟雨隐红船，万里程开一步先，
疾电惊雷苏大地，春风野火映长天。
江山已是金汤固，事业还期国梦圆。
九十五年行过了，中流击楫志弥坚。

筇崇谷
开橹南湖九五秋，中流击水显风流。
我为花甲一划手，余血一倾万里舟。

筇游克卿
风雨南湖启画船，为公立党大如天。
神州今喜开新局，高举红旗永向前。

筇浚源
征程万里说南湖，星火惊雷草木苏。
好趁东风追远梦，胸中豪气出诗书。

筇山野
九州风雨百年松，一帜锤镰映日红。
千万拳头旗下举，此心当不负初衷。

筇焱森
南湖浪涌起航船，历尽风烟破晓天。
万里长征人未倦，复兴追梦更无前。
崇高理想共相期，纵有艰难志不移。
行进务防奢与腐，清风一路展红旗。

鹧鸪天·党旗颂
筇朱海清
立党为公天下知， 坚持宗旨固根基。

倡廉反腐兴良策，勤政亲民展彩姿。
追美梦，举红旗，深推改革赋新诗。 锤

镰不变英雄色，世界大同当有期。

小重山·党庆95周
年瞻湘南起义纪念馆

筇邹学锋
重上东山觅圣源 ，

瞻风云画卷，励心田。旗
辉林邑起狂澜。神鬼泣，
热血染山川。

战后建家园， 兴邦
开国运，众欢颜。扬航掌
舵启新篇。丰碑树，圆梦
赖锤镰。

三代人的
入党誓词
艾兴君

每到“七一”， 我家三代人， 祖父、
父亲和我， 都要重温一遍自己当年的入党
誓词， 这已成为我家多年不变的主题。 三
代人的入党誓词， 代表着三个截然不同的
时代。

祖父是1947年解放战争时入的党。 祖
父的入党誓词是：“我自愿立誓参加共产
党，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一心一意为
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坚决执
行党的决议， 遵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
密，遵守民主政府的法令、群众的决议，在
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妥协，不怕困难与牺
牲，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

祖父是一个和蔼可亲， 意志坚强的
人。 正因为如此， 他才能在艰难困苦的磨
砺中， 始终对党忠诚， 百折不挠， 从未动
摇。 祖父从不以一个老党员自居， 周围的
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
志。 他时常教育我们， 要感恩共产党， 要
听党话， 跟党走。

父亲是1976年入的党。 1976年无疑是
黑色的一年， 周恩来总理、 朱德委员长、
毛泽东主席相继离世， 唐山大地震带来一
片废墟……整个中国都“哭了”。 父亲化
悲痛为力量， 毅然入党。 父亲的入党誓词
是：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认真读马
列和毛主席著作， 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
谋利益， 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牢记党
的基本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屈
不挠，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父亲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 把身心献
给了学生， 从没想过要权力、 要待遇。 父
亲说：“不靠天， 不靠地， 不靠父母， 而是
靠自己。 以自己良好的品行， 勤奋的工作
而立足于社会。” 等我长大了， 父亲常对
我说：“你爷爷是党员， 我也是党员， 你将
来也要入党， 我们家每一代都要有人是党
员。”

我是1998年在部队里入的党。 当年全
国各地发洪水， 我和战友们奉命去抗洪救
灾。 在抗洪一线， 我火线入党， 我的入党
誓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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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
党的秘密， 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 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 永不叛党。”

复员后， 我回到了家乡， 走上了工作
岗位， 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 10年后， 我成了单位的党支部书记，
更加珍惜这个光荣的称号。 我时常回忆起
抗洪前线， 当我举起右手， 对着庄严的党
旗宣誓时， 那种激动之情， 仍难于言表。
在我心中， 三代人的追求， 三代人对党的
忠诚， 在这一刻得到了传承。

我家三代人的入党誓词虽然不同， 但
忠诚于党，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却是不变
的。

洗礼
方华

很多年前， 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 的片
头是天安门前的升旗仪式， 伴随着雄壮的国
歌，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迎风飘扬。 每当此
时， 我的心中总会陡然涌起一股暖流， 泪水不
自觉地盈满眼眶。 时间久了， 妻子和儿子皆发
现了我的这个“秘密”， 笑我矫情。 我检视自
己是不是情感太脆弱了， 立即就得到否定。 这
是面对日益强大、 繁荣富强的祖国， 发自内心
的感动与热爱啊。

儿时， 读夏明翰的绝笔诗：“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 自有后来人。” 小
小的心中竟是热血沸腾； 看陈铁军、 周文雍刑
场上举行婚礼的故事， 泪洒胸襟； 在董存瑞一
声“为了新中国， 前进！” 的呼喊声中泪雨滂
沱； 以至在一部部红色经典里， 经常为那些前
赴后继的英雄先烈们奉献自己潮湿的爱戴与崇
敬。

泪大致有两种， 一为痛苦忧伤， 一为感慨
感动。 痛苦忧伤的泪让人胸腔收缩， 抽泣揪
心； 感慨感动的泪， 让人胸襟开阔， 酣畅淋
漓。

生长在和平的年代， 没有经历过深重的苦
难， 以及血与火的洗礼。 记忆里， 流得最多、
最汹涌澎湃的泪， 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
后的那段日子。 每日守在电视机旁， 收看中央
台的现场直播。 摇晃的大地， 倾塌的房屋， 生
命的呼喊， 让我揪心。 而让我泪流满面的， 是
跋山涉水快速赶到的人民军队， 是不抛弃、 不
放弃的救援人员， 是以己之躯换他人生命的无
私奉献， 是国家总理为苍生弯下他的头颅， 是
党的总书记在满目疮痍的灾区竖起的党的坚强
形象。 泪在我的脸上不停地流着， 恣意挥洒。
也就在这样一次次亲眼目睹的洗礼中， 心中的
力量与希望倍增， 信仰更加坚定。

每年“七一” 前后， 全国上下都会开展一
些纪念活动。 唱红歌， 读党史， 回顾光辉岁
月。 这样的活动也每每在我心中激起感动， 乃
至热血沸腾。 今年， 和妻子一起去看几年前拍
摄的电影 《建党伟业》， 看着看着， 就悄悄地
掏出纸巾。 妻子发现了， 碰了碰我： “又来
啦？ 脆弱。” 我答： “这不是脆弱， 是洗礼。”

词三首
雍文

浪淘沙

次韵马凯先生
感怀建党95周年

诗语话中兴，
大道峥嵘。
南湖破浪定航程。
义勇穿云萦紫禁，
告慰英灵。

圆梦曲同鸣，
几代心声。
从严治党业垂成。
秣马扬鞭催奋进，
鼓荡潮生。

附： 马凯先生浪淘沙原词

浪淘沙

中国共产党
成立九十周年感怀

2011年6月

九秩驶中兴，
岁月峥嵘。
开云破浪领航程。
两岸杜鹃红似火，
莫忘英灵。

贯耳警钟鸣。
风雨声声。
征长万里未垂成。
大业安能传不断，
道法苍生。

如梦令

桂东夜怀

香桂平湖夜，
轻语仙桥秋色。
北望井冈山，
秀峙赣湘星烁。
星烁。
星烁。
记否会师八月（1）。

（1） 1928年8月初 ， 朱德率
领红四军攻打郴州失败， 只剩28团
和29团100余人退到桂东县后滞留
不定。 毛泽东闻讯后带领31团部分
官兵从井冈山赶到桂东与朱德会
师， 并在县城唐家大屋召开前委扩
大会议， 批判了冒进湘南 “左” 的
错误路线。 8月23日又指挥部队与
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两个团血战桂
东 。 这次会师史称朱毛第二次会
师。

红红对联颂党恩

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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