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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周密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7月1
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之际，
在长沙市天心区金桂社区“心中的梁
家河”党员学习教育基地，3名年过九
旬的老党员面向党旗，激动地举起右
拳，眼角噙着泪光，重温入党誓词。

虽然吐词不再顺畅，但老党员们
那份坚定的信念，依然震撼着在场的
每一个人。

他们是曾经为国浴血战斗的抗
美援朝老兵、在平凡岗位奋斗一生的
农场工人、兢兢业业扎根基层为群众
服务的村党支部书记……3位老党员
背后，都有着自己的精彩故事。

郭培金：和牺牲的战友
比，自己还不够优秀

重温入党誓词的郭培金老人出
生于1928年，17岁时，日军占领长沙，
一腔热血的他愤慨不已。和家人逃难
到湘西后，郭培金毅然参军，在雪峰
山与日军鏖战。 战争胜利后，郭培金
脱下军装，去南京读书。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郭培金
又毅然参加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环
境太苦了！ 我们的装备、弹药和敌人
都不在同一个水平。 ”回忆起当年的
经历，郭培金记忆犹新：在一次归队
途中， 郭培金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
他的行踪坐标马上被几公里外的敌
方炮兵所知晓，随后便是几十发炮弹
地毯式轰炸，公路边一个土坑让郭培
金躲过了一劫。

郭培金在战斗中磨练出了坚强

的意志，一心向往更加进步的他看到
身边的战友纷纷入了党，自己也有了
期待。

战斗间隙，郭培金写好了入党申
请书，却夹在笔记本里迟迟不愿意交
给组织。 在他看来，和那些牺牲的战
友相比，自己还不够优秀。

连长和指导员知道后，找到郭培
金谈心。 终于，郭培金有了勇气，郑重
地交上了入党申请书。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郭培
金没有马上回国，因为经历过战争的
朝鲜已是千疮百孔，需要中国人民的
援助，郭培金选择留下来。 他说：“是
党和国家培养了我，祖国需要我在朝
鲜援建，我就坚决服从，这才是一名
合格党员的担当……”

宋福清：是党让贫苦人
吃上饭，共产党是爱人民的

91岁的宋福清老人出生在贫苦
农民家庭。 6岁丧母，父亲租下地主家
田地， 带着他和兄弟姊妹艰辛劳作，
家中一贫如洗。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宋福清家里才分到土地，日子逐渐好
转起来。

1958年，省里成立畜牧兽医研究
所，宋福清有了正式的工作，成为一
名国营农场工人。 对他而言，这是一
次美满的人生转折。

宋福清被分配在奶牛生产基地，
在师父的帮教下学习人工授精。“身
边都是学畜牧的大学生，跟他们一起
工作，自己的差距很明显。 ”宋福清
说。

可贵的是， 宋福清乐于钻研，整
天整夜泡在奶牛场观察摸索，进步很

快。 农场推荐他去上海学习，经过培
训，他很快成为农场里的业务能手。

1977年，年近半百的宋福清回忆
起当年的贫苦生活不禁感悟，是党给
了自己今天的幸福日子，入党的期望
愈发浓烈。宋福清多次向组织提出申
请，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如今，年过九旬的宋福清已经听
不太清楚外面的声音，但对于党的恩
情，他的思绪依旧清晰：是党让贫苦
人民吃上饭，共产党是爱人民的……

易柏年：共产党员就应
该走在群众前面，带领大家
摆脱困境

天心区月塘村的老书记易柏年
今年94岁了， 当了22年村党支部书
记，也见证了月塘村的成长。 曾经的
月塘村因为地理位置偏僻，村民生活
十分贫困。

身为党员的易柏年看在眼里，心
痛不已。 他说：共产党员就应该走在
群众前面， 就应该带领大家摆脱困
境。

1984年到1986年，易柏年几经周
折， 带领村民开办了两个矽沙矿，赶
上当年玻璃市场原材料需求旺盛，矽
沙矿经营得红红火火。“之前村里欠
了三四万元旧账,加上开矿借了银行
的六七万元新账， 我们一下都还清
了，周围村的人看见我们，都竖大拇
指呢。 ”谈到这些，易柏年依然一脸自
豪。

1989年，易柏年退休，闲下来的
他没放下对党的追随和信仰，积极参
与政治理论学习和基层党员会议，用
生命的余温感化着身边的人。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曹庆华

在新化县上梅街道有一个“幸福
之家”———肖家。

这个家庭四代同堂共46人，家庭
成员中有中共党员9名，“上梅红”志
愿服务者16人。 大家秉承家风家训，
以为社会做贡献为荣，在当地传为佳
话。

6月29日，对于肖家人来说，是一
个特殊的日子。 当天清晨，历经一夜
“舟车劳顿”，肖家孙女婿蔡立春从广
州来到新化。 来不及停留休整，他又
马不停蹄赶往“讲堂”。

不久前，肖家人决定，利用这个
周末，举办一场“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党日活动， 并邀请社区党
员参加， 把家教家风与党员坚守相
结合， 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献
礼。 肖家党员们怀着一颗急切的心，
从各自的生活、 工作地匆匆赶回新
化。 蔡立春连夜从广州坐高铁赶回，
就是为了按时参加肖家人的主题党
日活动。

2017年， 他们把家里的大弄堂收
拾出来，装修一新，作为党员活动中心。
同时，以当地“上梅红”志愿者服务队为
基础，开办家风家教讲堂，以“身边的人
讲身边的事，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
通过家教家风，凝聚道德力量。 目前，
“讲堂”共培训160批次8000余人，这些
成员活跃在各村社区， 成为践行良好
家风的典范。

上午9时，10名党员用重温入党
誓词的形式，开启了当天的活动。 75
岁的肖家“掌门人”肖宝田主持，并带
领大家一起学习，随后37名参会人员
相继发言，谈感悟、谈实践。

孙女肖文娟是入党积极分子，也
是“上梅红”志愿者成员。 她告诉记
者：“每次活动我都会参加，一方面以
党员家人为榜样，另一方面积极参加
志愿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

社区居民吴素贞带着全家党员
一起参加，她说：“我们经常参加肖家
人的活动， 他们这种信仰和坚守，让
人钦佩，好的家教家风值得学习和推
广。 ”

多年来，肖家人一直秉承“和为

贵、孝俭勤”的家风家训,他们活跃在
各行各业。有上世纪60年代北京卫戍
部队老战士，有国庆60周年阅兵式铁
道方阵队队员, 有原国家轻工业部劳
动模范……

良好的家风家训，对肖家人影响
深远。 肖家第二代6兄弟虽已年老退
休, 但仍在发挥余热。 老四肖求田是
“上梅红”志愿者,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他的身影, 谁家有困难、 哪里需要帮
助，就往哪里“钻”。 老大肖宝田有着
37年党龄，现在社区任人民调解员和
家教家风讲解员,再复杂的矛盾、再难
缠的问题，他都能秉公办理“息事宁
人”。

长辈们身正为范，子孙们更是踊
跃效仿。 居住在新化的年轻辈，把志
愿者活动当成了“家务事”， 长期坚
守、乐此不疲，多次获得文明市民、优
秀服务明星、 最美媳妇等一系列称
号，他们全家也被当地评为“幸福之
家”。

孙子肖亮说：“坚持和发扬好肖
家人的作风， 努力做一名合格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在非洲，提起湖南，人们总会想
到两个“明星人物”：毛主席和袁隆
平。

6月29日至30日， 由湖南省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来湘参加首
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非洲媒体团记
者， 先后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和湘潭韶山等地， 用文字和镜头为
非洲人民记录并讲述“湖南偶像”
的故事。

“这次来湖南， 我最想去毛主
席的家乡韶山。” 来到湖南的第一
天， 乌干达愿景集团记者、 主持人
穆巴拉克·穆加博就许下了心愿。 6
月30日， 他终于圆梦了。

“毛泽东思想指导乌干达赢得
了民族解放和自由， 乌干达人民都
热爱毛主席。” 穆巴拉克说， 中国
永远是乌干达的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希望乌干达和中国在更多
领域展开交流合作， 一起携手前
进。

在韶山， 炙热的天气挡不住非
洲记者们的参观热情， 广场上、 故
居前、 纪念馆内……都留下了他们
灿烂的笑容。 看到不少游客穿着
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文化衫， 南非
独立传媒集团助理主编温德尔·马
丁和小伙伴们很是羡慕。 得知毛泽东
同志纪念馆内的文博商店就能买

到， 他们几个人兴奋地冲进商店
“抢购”“换装”。于是，这群穿上了印
有毛主席头像海魂衫的非洲“粉
丝”， 也成为韶山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

“衣服穿在身上， 毛主席记在
心里。” 行走在纪念馆内， 温德尔·
马丁细心地记录下毛主席与非洲各
国交往的故事，“我要把中非世代友
好的故事讲给南非的孩子们听， 让
我们的友谊永远传承下去。”

“到访韶山， 为首届中非经贸
博览会采访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
句号。” 博茨瓦纳星期日标准报记
者劳内·马普拉·莫拉朋格外感谢此
次韶山之旅。 “以前， 我们从课本
上认识的是伟大军事家毛主席。”
她说， 这次来到韶山， 看到了他的
家、 他的大衣、 他的行李箱……自
己认识了一位不一样的毛主席，
“感谢中国政府把这段历史保存得
这么好， 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共同的
财富。”

6月29日上午， 非洲媒体团的
记者们来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参观， 实地了解中国杂交水稻的现
状与未来。

刚走进研究中心展览馆， 一尊
袁隆平“禾下乘凉梦” 的塑像就吸
引了塞拉利昂非洲青年之声记者萨
穆尔·易卜拉欣·科罗马的注意。 他
赶紧坐在袁老塑像旁边， 并招呼同

伴为自己拍照。
“杂交水稻已经在塞拉利昂成

功试种。 对于我们来说， 袁隆平是
杂交水稻之父 。 ” 萨穆尔介绍 ，
2018年， 在湘访问的塞拉利昂总
统比奥专程拜访了袁隆平院士， 邀
请袁隆平去塞拉利昂， 帮助塞拉利
昂学习杂交水稻技术， 摆脱贫困和
饥饿。 “听说塞拉利昂与湖南已经
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 我们盼望更
多的杂交水稻在塞拉利昂的土地上
生长出来。”

从上世纪80、 90年代开始 ，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开设的国际
培训班上， 逐渐出现了非洲朋友的
身影。 截至目前， 湖南已为非洲培
训了约2000名杂交水稻技术人员，
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 尼日利亚
等多个非洲国家成功试种。

展馆内的纪念册上， 写满了各
国学员结业时的收获和祝福。 媒体
记者们纷纷围上前去， 找寻自己同
胞的留言。 “感谢袁隆平为尼日利
亚送来了技术， 更感谢他为我们培
训了专家。” 尼日利亚每日信报记
者拉提夫·阿德多因·沙劳说， 在尼
日利亚， 人们已经见识到了“东方
魔稻” 的威力： 在尼日利亚的沙土
地上种出来的杂交水稻， 产量明显
高于当地品种。“我要把中国发展现
代农业的经验带回去， 指导和帮助
自己国民。”

� � � � 湖南日报 7月 1日讯 （通讯员
周立新 杨智） 6月24日至28日， 全
省乡镇党政正职脱贫攻坚专题示范
班在省委党校举行。 全省肩负脱贫
攻坚任务的99名乡镇党委书记、 乡
镇长参加学习培训。

培训期间， 省委党校通过专题
讲授、 案例教学、 小组研讨、 现场
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 提高培训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课堂上， 相关省
直单位负责同志就教育扶贫、 医疗
保障扶贫、 产业扶贫等政策进行权
威解读。 部分地区的脱贫做法也成
为了讲解课件， 学员们通过讨论分
析， 总结发展经验。 同时， 省委党
校还将课堂搬到了乡村第一线， 组
织学员到浏阳市达浒镇书香村和官
渡镇竹联村开展现场教学。 学员们

参观了村容村貌， 了解垃圾处理、
厕所改造等情况， 亲身感受村民居
住环境整治的成效。

学员们表示， 通过此次培训，
提高了政治站位， 提升了理论和实
践水平， 拓宽了扶贫工作思路， 找
准了自身发展的路径， 增强了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责任感、 使命感、 紧
迫感和自信心。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帅兵 欧阳碧波

6月30日， 天气晴好， 在中建五
局总承包公司长沙滨江金融大厦项
目办公室， 几乎看不到几个人。

“大家都到工地上去了， 今年
雨水多， 难得天气转好， 要抓进度，
赶工期。” 急匆匆从工地上赶回来的
项目执行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张康笑
着说。

长沙滨江金融大厦项目位于湖
南湘江新区CBD的湖南金融中心，
项目由A、 B、 C、 D四座超高层建
筑组成， 其中A座328米， 为长沙河
西第一高楼。 由中建五局总承包公
司承建， 公司2016年6月进场时就成
立了项目党支部， 现有党员14人。

支部建起来了， 但如何充分发
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 是支部面临的一大考题。
“只有把党建工作与项目建设

相结合， 保障党组织的战斗力， 才
能形成强有力的驱动力量。” 时任项
目经理兼支部书记的孔阳介绍， 党
支部针对施工现场的重难点工作，
创建“党员责任岗”， 规范每个党员
岗位职责， 明确努力方向， 把党旗
插在工地上， 发挥党支部服务项目
员工、 凝聚人心、 促进生产的作用，
实现支部活动与工程建设节奏合拍，
同频共振。

为做实“党员责任岗”， 党支部
开展党员“亮标准、 亮身份、 亮承
诺” 的“三亮” 活动， 公开每名党
员的职责、 目标等。

作为“90后” 党员， 项目部栋
号长占彬坦言， 开始“压力山大”，
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后
来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孔阳告诉他，

“冲锋在前， 吃苦在前， 关键时刻能
挺得出来。 这是党员的责任与义务，
党员就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慢慢的，“党员责任岗”对他起到
一种激励和鞭策作用， 促使他时刻
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 处处起好模
范带头作用。

“党员责任岗” 推动项目部每
一名党员身先士卒， 成为工地上的
排头兵。 技术创新岗在共产党员、
项目总工程师裴汉江的带领下， 反
复研究论证， 将4台大型动臂塔吊改
为2台内爬式平臂塔吊， 在国内超高
层垂直运输设备使用上属首创， 节
约成本上千万元。

榜样有着无穷的感召力。 最近
一次测评显示， 项目员工对党支部
满意度高达99%， 项目党支部今年
被评为中建五局“五好四强” 示范
党支部。

天心区3位“90后”老党员不忘初心，重温入党誓词———

桑榆晚景，信仰之光依然熠熠

红色照耀“幸福之家”
———新化县上梅街道肖家人的主题党日活动

非洲媒体团“追星”记

近百名乡镇党政正职赴省委党校“充电”

“党员就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中建五局长沙滨江金融大厦项目创新党建工作记

� � � � 7月1日，党员同志在参观影展。 当天，湖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举办“初心·使命·
担当”典型人物图片展，聚焦新时代为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平凡人物，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98周年。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通讯员 刘中开 摄影报道

影展
庆“七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