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龄: 61年
入党心声：我认定了

这辈子永远跟党走

党龄: 61年
入党心声：坚守平凡岗位

全心为群众服务

党龄: 67年
入党心声：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我的今天

●● ●● ●●

张祥芝

●● ●● ●●

在信仰的在信仰的旗帜下旗帜下
——纪念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9595周年周年

2016年6月29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王恒昀 美编 张焱莉

02

坚守信念 不忘初心

策划 河南日报编委会
统筹 李晓玮 万川明
执行 惠婷 谢建晓

忆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张姨是我们的社区明星，为人
热心，乐于奉献，大家都信任她。”在
郑州市金水区纬二路 8号院小区，提
起85岁的张祥芝老人，社区居民都赞
不绝口。

6 月 27 日下午，记者来到张祥
芝老人家中。老人个子不高，身材
虽消瘦，但走起路来腿脚利索，精神
矍铄。

“我老家是山西霍州的，1946 年
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县里担任妇救
会主席和民兵队长，1948年跟随在部

队工作的丈夫来到河南洛宁县，参加
土改工作和做妇女工作。1949年 10
月加入共产党，我的党龄与共和国同
岁。”张祥芝老人依然清晰记得入党的
时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是党把我从一个不识字的穷苦孩子培
养成一名党的干部，党的恩情我一辈
子也报答不完。”张祥芝老人说。

新中国成立后，她曾担任省政府
机要收发员、电话科长、省直机关第一
幼儿园园长、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副
处级调研员等职务，多次被评为优秀
共产党员。

1991 年离休后，她又热心投入
到社区工作中，连续担任两届居委会
副主任。小区自来水管道漏水了，她
积极联系物业和自来水公司；办理老
年人乘车证时，她热心帮助社区老人
跑腿代办；邻里发生纠纷或家庭矛
盾，她上门调解说和……每天，居民
都能见到张祥芝老人在社区忙碌的
身影。

“我是一名老党员，入党誓言一直
记在我的心中。我退休后就想做一些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现在我还能跑，就
要多给群众办一些实事，直到实在跑
不动的那一天。”张祥芝老人说。③6

□本报记者 王绿扬

6月27日，在郑州市管城区管城街
社区，记者见到了 78 岁的虎云娥老
人。“我只是一名普通党员，没有轰轰烈
烈的事迹，党叫我干啥就干啥。”质朴的
语言，道出了一名老党员的赤诚心声。

1958年，虎云娥进入郑州市国棉
六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负责对厂区
的工作车辆进行检测维修。她说：“修
车是个体力活，同车间的都是男工
人。我力气大，领导就把我分配到了
这个岗位。我觉得这是领导对我的信

任，所以我一定要把工作干好。”
“我是 1961 年入党的。在车间

里，我和几名同志一起举起右手，对着
鲜红的党旗宣誓，大家都激动得热泪
盈眶。”花白的头发、爬满皱纹的脸，年
事已高的虎云娥仍然清晰地记得宣誓
时的场景。“入党了，就是要跟着党一
辈子，将革命进行到底。”虎云娥坚定
地说。

虎云娥回忆，那时候工作条件很
艰苦，“寒来暑往一身汗，春夏秋冬一
身灰，雪雨冰霜一身水”，是她工作状
态的真实写照。虽然是班组中唯一的
女工，但虎云娥在工作时总是冲在前
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时刻
发挥先锋带头作用，有了脏活、累活，
就必须抢着干。”虎云娥说。

在虎云娥家的写字台上，放着一
本已经泛黄的党章。老人说，自己经
常随手拿起来看一看，学一学。虎云
娥的女儿告诉记者，母亲年龄大了，腿
脚不便，但每当党支部组织义务劳动
时，老人总是抢着报名。

如今，在虎云娥老人的教育和影
响下，她的儿孙中有不少人已入了
党。“我经常和孩子们说，要以党员的
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踏
踏实实为人民服务。”虎云娥说。③5

脏活累活，党员就要抢着干

党龄: 55年
入党心声：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

虎云娥

□本报记者 李凤虎

6月 27日上午，在郑州市金水区
任砦社区会议室，79岁的冯少卿老人
正在准备社区庆祝建党 95周年大会
发言材料。

“我入党已 57年，我就是想告诉
大家，做党员就要做合格的党员，一心
一意为群众办实事。”冯少卿老人说。

谈起当年入党情况，冯少卿老人
记忆犹新：“1957年高中毕业后，原本
可以上大学的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去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我在工作

中不怕苦不怕累，表现突出，1959年
11月 8日，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
党员。一个贫苦家庭的孩子能够入
党，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光荣，
为党奉献自己的终生，成为我的入党
誓言。”

冯少卿曾在郑州市发电设备厂、
郑州市供电局等单位工作，一直担任
基层一线技术员。1998年退休至今，
他担任任砦社区党支部委员、党委委
员，多次被评为省、市、区、街道办事处
和社区的优秀共产党员。

冯少卿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
他义务打扫楼道内卫生，维护社区环
境；他担任社区义务治安巡逻员，维护
社区治安秩序；他还是义务调解员，大
家有啥处理不了的矛盾，都愿意跟他
说。

“冯大伯是个热心肠，在他的带动
下，社区内尊老爱幼蔚然成风，邻里团
结友爱，互助互帮成为一种风尚。”这
是任砦社区党委书记孔建萍对冯少卿
老人的评价。

“我是一名老党员，虽然人退休了，
但对党的信仰不能变，为了党的事业我
要发挥自己的最后一点余热，这是我最
大的心愿。”冯少卿老人说。③4

人退休了，对党的信仰不能变
冯少卿

党龄: 57年
入党心声：为党奉献自己的终生

党的恩情一辈子报答不完

□本报记者 卢松

原本荒山秃岭的辉县市常村镇凤
凰山南坡，如今满目青翠。6月27日下
午，记者在山脚下采访了83岁高龄的
河南孟电集团创始人范清荣。

“我这辈子没啥爱好，就是喜欢
干点儿活。”范清荣说，2012年退休
后，他就带着当地村民垦地植树，绿
化荒山。

范清荣出生在辉县市孟庄镇南
李庄村一个贫苦家庭，幼年时他经历
了一段多灾多难的岁月，遭受了家破
人亡的灾祸，家里只剩下他与父亲相

依为命。
范清荣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让

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自从翻身的那天
起，我就认定了这辈子永远跟党走。”

范清荣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3
岁加入儿童团，15岁参加民兵组织，
1953 年，刚参加工作两年的他便加
入共青团，并担任共青团辉县胡桥
中心乡书记。1955 年，他光荣地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范清荣回到南李庄村任
党支部书记，他领着群众治理河流、开
荒造田，并创办村机械造纸厂，带领全
村父老乡亲走上富裕之路。1987年，
他听从组织安排，创办孟庄电厂，目前
电厂已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50多
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吸纳当地3000
多名农民进厂就业。2010年，孟电集
团出资1.6亿元兴建了南李庄社区，为
350户村民每户无偿建一套270-290
平方米的复式住宅楼。

范清荣一家三代，有11名党员，
他和儿子范海涛都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父子劳模”在当地传为佳话。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创业
的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俺是党
的人，应该为党、为人民、为社会多做
贡献。”范清荣说。③4

俺要为社会多作贡献
范清荣

民权县双塔乡郑
寨村老党员张永仁在
给村里的留守儿童讲
解党旗知识。生活
中，张永仁老人经常
把全村的留守儿童组
织起来，学党史，颂党
恩，为孩子们上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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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全省50年以上党龄

的老党员共有26.7万人。广大老

党员牢记入党誓言，坚定理想信

念，忠诚党的事业，践行党的宗旨，

兢兢业业为党工作，踏踏实实为群

众服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

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

了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刘一宁

家住郑州市阳光花苑小区的 88
岁老人胡东乔有一个绿色的“百宝
箱”，里面装着二十多件理发工具。6
月28日一大早，胡东乔像往常一样带
着“百宝箱”去社区老年服务中心为老
人们义务理发。

胡东乔是一名有着 61年党龄的
理发师。谈及对党的感情，胡东乔动
情地说：“我出生在旧社会，生活颠
沛流离，是共产党把我从水深火热中
解救出来，我对党的感情简单而单
纯，那就是感恩，要为党奉献我的一

生。”
1952年，胡东乔到位于郑州市西

大街的一家理发店，成为一名理发
师。1955年，胡东乔光荣入党。“从我
举起右手站在党旗前宣誓的那一刻
起，我就在心中立下誓言——严格要
求自己，坚守平凡岗位，全心为群众服
务。”胡东乔说。

入党后，胡东乔钻研理发技术，在
一线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1987
年，胡东乔退休后重拾“旧业”，把义务
理发这个事儿当做“工作”来做。

“周三、周四是胡东乔去平等街社
区党员服务中心和西大街便民服务中
心给群众理发的日子。每次，他都是
凌晨 5点多起床，坐一个多小时的头
班车赶到那里。”胡东乔的老伴周秀莲
说，平等街社区的胡兰英今年 80 多
岁，瘫痪在床多年，每月胡东乔都会带
着工具上门为她理发。

阳光花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李秋霞告诉记者，胡大爷不辞辛
苦、主动为群众服务的行为带动了很
多人，仅今年以来该社区就有60余名
党员成为志愿者。

“我是一名党员，为大家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我心里舒坦。”胡东乔
说。③6

胡东乔

为大家做点事心里舒坦

□本报记者 周青莎

红光满面，谈笑风生。6月27日，
在许昌市魏都区五一路街道办事处，
记者见到了办事处党委原副书记袁雪
云，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已经83岁。

有 66年党龄的袁雪云老人，对
新中国成立前的苦难岁月至今记忆
犹新。1944年夏收前的一个深夜，
日本兵闯进村子，年幼的袁雪云吓得
缩在墙角不敢动。没抢到东西，日本
兵用刺刀扎伤了父亲的腿……抗战
胜利后，乡亲们仍然遭受着土匪恶霸

的欺压，为了生存，她小小年纪就去
烟厂给资本家打工，一天干十几个小
时。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带领乡亲
们打土豪分田地，苦日子才算熬出了
头。在袁雪云心里，只有共产党最
亲、最伟大。入党的愿望越来越强
烈，有一天她听说党组织要发展党
员，就积极要求入党，一向工作积极、
吃苦能干的她成为那批新党员中年
龄最小的一个。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为人民干
一辈子！”她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
的，把这句誓言坚持了66年。参加工
作以后，袁雪云处处严格自律，苦活累
活抢着干。退休后也闲不住，十几年如
一日照顾孤寡老人、为流离失所的精神
病人寻家，帮助迷途少年重返校园……
谁有难处她都上前帮一把。

在许昌，袁雪云还有一个响亮的
名字：“袁队长”，名字源于她带领的

“老妈妈拥军服务队”。过去条件艰
苦，服务队用架子车拉着缝纫机、洗衣
机去当地驻军军营给战士们缝洗衣物，
冬天手脚都冻麻了，袁雪云从没有在意
过。纳鞋垫、做口罩、端午送粽子、中秋
买月饼……26年来，袁雪云用母亲般
的关怀温暖着子弟兵的心。③4

要为人民干一辈子

党龄: 66年
入党心声：只有共产党最亲最伟大

袁雪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