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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百年路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6月 24日，作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沁阳市西向镇
79岁的周文政，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步入位于北京奥林匹克
公园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
的长征路。”作为一名有着61年党龄的老党员，参观后的周文
政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我是一名党员，通过植树造林为群众
办了点实事，既是义务更是责任。”

去北京的前几日，沁阳市公安局西向镇派出所辅警毋晨
炜专门去虎头山拜访了周文政。21岁的毋晨炜今年5月份刚
成为中共预备党员，看着虎头山郁郁葱葱的模样，咋也想不到
这里以前是石头山。

周文政扛着铁锹，边往山上走边回忆：“那是 2002年，为
改善生态环境，虎子村‘两委’决定对虎头山实施无偿承包，
村、镇领导就找到了刚退休的我。咱是党员，为了子孙后代有
一个好的环境，拼上老命，也要让荒山变绿变美！”

签下了 50年的绿化荒山承包责任书，周文政用 10多天
时间，跑遍了 8个山头的沟沟岔岔。鞋底磨破了，脚底起泡
了，胳膊划伤了，他都没有歇过一晌，很快制订出了绿化方案：
土壤贫瘠的地方以基础绿化为主，土壤相对较好的地方种植
经济林。

“蓝图”有了，缺钱咋办？周文政四处奔走，找亲戚、托朋
友借来了钱，一头扎进虎头山，开始了20年的荒山绿化。

为了吸引附近的群众参加植树造林，周文政采取了一个
大胆的做法：工资一天一清，挖一个坑、栽一棵树、浇一次水等
都“明码标价”。随着雇来的工人越来越多，工程进展也按下
了“快进键”。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节省资金，周文政在山上搭起帐篷、
垒起灶台，连续40多天吃住在山上。

“说实话，栽树这么辛苦，您后悔吗？”在周文政的指引下，毋
晨炜挑着扁担，感受肩挑背磨上坡下坎取水灌溉树苗的艰难。

“后悔啥呀？为信仰付出从不后悔。艰苦朴素、吃苦耐劳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可以说，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广大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历
史。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社会条件如何改善，对广大党员而
言，只有做到敢于吃苦、乐于吃苦，才能实现目标。”周文政看
着漫山遍野的绿意，眼角都是欣慰和笑意，身旁的毋晨炜若有
所思地点点头。

仲夏时节的虎头山，满山苍翠，绿影婆娑。据统计，周文
政他们累计种树100余万株，绿化荒山1万余亩，树苗成活率
达90%以上，各类苗木长势喜人。

“只要我身子能动，就要一直把树栽下去，为子孙后代留下
绿水青山，等我干不动了，就把这片树林无偿移交给国家。”周文
政和毋晨炜一起扶苗、培土、围堰、浇灌，一棵小松树傲然挺立。

下山的路上，毋晨炜接过周文政肩上的铁锹说道：“我会
奋力接过老党员艰苦奋斗的‘接力棒’，永葆共产党员的奋斗
精神。”③7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王丽君

6月 23日，新县庆祝建党100周年暨
“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信阳市副市
长、新县县委书记吕旅为 80岁的郭家河
乡湾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义务讲解员
张爱华，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为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
和烈士的故事，张爱华坚持了57年，从青
丝到白发，一生无悔。

“虽然我老了，但信仰永远年轻！”面
对今年5月刚入党的年轻党员万超“您今
年高寿？”的问题，张爱华爽朗地回答。

一老一少在湾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内，开始了一场对话。

“讲讲您的故事吧！”
“我父亲当红军，母亲是游击队员。”

张爱华回忆起过往的岁月，点滴铭刻于
心。

1947年，年仅 6岁的张爱华，被反动
派抓住扔到河中，被人救起送到部队医院
救治。新中国成立后，父母都不在身边的
她被送到学校，党和政府解决了她所有困
难。

1961年，张爱华回家乡当了老师，后
来又兼任村干部。“是党救了我的命，是党
教我做人，是党给了我一切……”张爱华
激动地说。

生在新时代的万超今年 30岁，大学
毕业进入电力部门工作，目前是信阳华祥
电力公司新县分公司输电工程部副主任。

“您为啥要一直守在大山里呢？”小万
问。

张爱华娓娓道来。湾店村地势险要、
山洞众多，革命时期是红军和游击队的主

要落脚地，这里的每一捧热土都浸染着先
烈的鲜血，每一个山洞都蕴藏着英雄的故
事……

1964年春，时任河南省纪委书记、被
称为大别山“红旗不倒”标志性人物的刘
名榜回到家乡。他指着山上的红军洞，叮
嘱当年老部下之女张爱华一定要守护好。

张爱华含泪点头。那一年，张爱华
23岁。1969 年 5月 4日，张爱华光荣入
党。“我一定要守护好红军洞，让更多的人
知道英雄的故事。”张爱华激动地说，“这
是我对党的庄严承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张爱华把守护红
军洞当成一生的事业，爬山穿破了百余双
鞋，清杂草用坏了几十把镰刀。

“您不觉得苦、觉得累吗？”
“与当年的红军、游击队员相比，这

算什么呀！那时候他们藏在‘红军洞’
里，缺吃少穿，大冬天怕被敌人发现还不
敢生火……”张爱华的讲述，把人带到硝
烟弥漫的年代。

这些年，来瞻仰革命遗址的人多了，
湾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了大别山干
部学院的现场教学基地。去年 5 月 29
日，新县成立英雄山党支部，12位革命先
烈、老将军、老红军的后代聚在一起，奔走
各地宣讲红色故事，张爱华是年龄最大的
一位。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张爱华
更忙了，经常一讲一整天。“只要我还能讲
得动，英雄的故事，我会一直讲下去。”张
爱华说这话时，眼里闪着光。

“张奶奶，请放心，我一定牢记初心使
命，勇于担当奉献，守护老区的美好和光
明。”临走时，万超紧紧握住老人的手，久
久没有松开，仿佛从中获得了无穷的力
量。③5

□本报记者 龚砚庆 史长来

“只要还走得动、握得住推子，我就不会停止
为群众义务理发。”6月25日，87岁的老党员王建
国对成为预备党员才一个多月的王亚男说。

王建国，1950年 11月参加工作，是开封市
原粮食局退休干部。2019年 12月，王建国被
中组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
2021年 6月，被河南省委授予“河南省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

从 1961 年学会理发的那一天起，王建国
便义务为老弱病残人士理发。退休后，他依然
坚持义务理发，风雨无阻，用坏了五六把推子、
十来把电动理发器，骑坏了七辆自行车，记录

“客户”信息的登记簿写了二十来本。
王亚男是通许县的一位新时代农民，生于

1989年 7月，2021年 5月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
党员。2019年，他回到家乡流转土地30多亩种
植高效经济作物，带动周围贫困户增加收入。

几天前，王亚男曾给王建国做了一天的学
徒。就这一天，让他深有感悟：“理发这个事说
难也不难，难就难在像王大爷这样坚持为群众
理了 3万多次，难就难在不管风雨寒暑都坚持
入户为群众服务。”

王建国从小家境贫寒，1950年，16岁的他
被破格吸收到粮食仓库工作。此后40余年里，
他总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到仓库，把一腔热情洒
在了岗位上，被单位誉为“一面不褪色的红
旗”，还被推选为河南省人大代表和劳动模范，
今年4月又获评“中国好人”荣誉称号。

1961年，王建国担任开封市粮食局第一仓
库保管组组长，“那时候理发店少，每次都得排
很长时间的队。我就趁排队时偷学理发技术，
学得差不多了就跟同事们商量买把推子互相
理。”刚开始，王建国只是给同事理发，后来他又
趁星期天给附近的残疾人、小学生免费理发。

1994年8月，王建国退休了，也有了充足的
时间为群众义务理发。最初他的服务对象只是
卧病在床的邻居和同事。后来一次偶然的机
会，王建国到医院为生病的同事理发，发现了老
年病房这个“大市场”。王建国给老人们理发、
刮脸，不仅分文不取，连喝的水都是自带的。

在王建国的家中有一摞破旧、发黄的本
子。这是他的理发日记，也是“客户”的理发时间表，每个月他
都要按着上面的地址跑一遍。天长日久，王建国的服务对象
遍布了整个开封老城区。

如今，87岁的王建国精神矍铄，已义务为同事友人、街坊
邻居、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理发修面近 3.4万人次，被当地群众
誉为身边的“流动理发箱”。

王建国最初定下的目标是义务理发2.5万次，向红军二万
五千里长征致敬，现在已经超过 3万次了，为什么还在坚持？
对话中，他告诉王亚男：“党员就要活到老干到老！”

王亚男被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作为新时代的农民，我
要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带领更多的乡亲发家致
富！”③9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6月 25日，在灵宝市“两优一先”表彰
大会上，93岁的南阳珍老人获颁“光荣在
党50年”纪念章。会上，刚刚加入党组织
的灵宝市人民法院干警、90后许可馨聆
听了南阳珍的先进事迹。

活动结束，许可馨来到南阳珍家里看
望老人。“这枚奖章是我得到的最高荣
誉！”老人说。

南阳珍出生于 1928年 9月，1947年
8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 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共参加过28次战斗，获
得过“人民功臣”奖章。抗美援朝时，作为
志愿军某部连指导员入朝作战，在战斗中
与敌人进行过英勇顽强的殊死搏斗。

许可馨看着老人胸前挂满的奖章，
很好奇背后的故事。“说起这些奖章，话
就长了。我当了 8年兵，打了 7年仗，解
放战争打了 4 年，抗美援朝打了 3 年。”
南阳珍说。

“1949年 4月 24日上午太原城解放，
我当时是兵团宣传队队长，上级抽调我参
加太原军事接管小组，接管阎锡山军部。
当时军部东西很多，金银首饰、香烟和香
槟都是成箱装的。我们7个人，背着自己
的水壶，谁都没有去动香槟，有两位同志
抽烟，也没吸那里一根烟，还是拿着自己
的小烟袋抽。完成任务后，我们组获得了

集体模范，我获得了个人模范。”
听了老人的经历，许可馨肃然起敬。

“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您感想最深的是
什么？”

“我从新闻上看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消息后，就让孩子从新华书店买回来两
套学习教材，一套留给自己看，一套送给
了家乡党支部，其中的《中国共产党简史》
我已经看完了。读这些书就像是吃饭，人
不读书就没有精神，我计划今年把全套书
都看完。”

南阳珍 1990年离休后，谢绝一切高
薪聘请，依然为教育事业奉献光和热。灵
宝市关工委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关工委委
员、“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团团长，深入学
校、厂矿等单位作报告 130余场，受教育
群众达 11万人次，多次被评为全国、省、
市先进个人。

“南老，您有什么想对我们新党员说
的吗？”许可馨问。

“你要时刻记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里，都要时时刻
刻坚持正确的立场，保持一名共产党员应
有的党性和原则，坚信共产党，跟随共产
党。”

“听了您的话，我更加明确了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最重要的是什么。在今后的工作
中，自觉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以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许可馨把
南阳珍老人的话深深记在心里。③6

□本报记者 龚砚庆 史长来

“在这最好的时代、最好的年华，我们
大学生一定要把握珍贵的学习机会，踏实
认真，刻苦努力，用拼搏的汗水换取优异
的成绩。”6月23日，在河南大学教授苗春
德家中，该校首届“生物工程卓越工程师”
实验班学生吴文凯激动地说。

当天，入党仅一个月的吴文凯与有着
56 年党龄的苗春德进行了一场深入对
话。

吴文凯今年21岁，5月份刚刚成为一
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实验班
的班长，学习勤奋刻苦、积极上进，综合成
绩位居年级前列，高等数学等多门课程更
是取得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

苗春德今年 85岁，1936年 9月出生
于镇平县，1965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5
年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教育厅和原开封师范学院从事教育行
政工作达 17年之久。1982年，他开始从
事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任
河南大学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科长、教育系
主任、文史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从穷乡僻壤的农民家庭进入高等学
府学习，由一个无知的孩子成长为研究
生，毕业后数年又到高等学府由一个一般
干部成为教授……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
新中国，我才能走出这一串人生的足迹。”
谈起人生道路，苗春德不胜感慨地说，没
有党和人民的培养，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
今天。

“苗老师始终坚守教书育人的初心
梦想，没有条件就主动创造条件，这就是
先生那代人自强奋斗、甘为人梯的精
神！”听着苗春德娓娓讲述人生经历，吴
文凯颇感震撼，“当老师拿出照片给我介
绍他过去的点点滴滴时，可以看到他眼
睛里的光。”

1996年，苗春德退休了，本该安享晚
年的他，却选择继续潜心研究，这份勤勉
治学的毅力让吴文凯钦佩不已。

“苗老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坚守，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励着我们努力
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
建设者。”吴文凯坚定地表示，我们进行科
学研究更要不怕困难、敢于创新，保持顽
强的毅力和求知的渴望，相信经过日复一
日的艰苦探索，定会有所突破。③8

“英雄的故事，我会一直讲下去”

莫负青春 莫负时代为信仰付出从不后悔

两位“90后”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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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恰风华正茂。这风华，展现在每一代共产党人的执着追求

中。

历经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浴血奋战，灵宝籍老战士南阳珍老人坚

持用革命故事教育下一代；河南大学教授苗春德甘为人梯、自强不息；新

县老党员张爱华，把革命的故事讲了57年，她说：“虽然我老了，但信仰永

远年轻！”……

信仰的光芒，闪耀在每一位老党员的心中。这光芒吸引着、感染着

年轻的后来者，接续奋斗。在建党百年之际，“光荣在党50年”的5位老

党员和5位刚刚宣誓入党的新党员，来了一场“1+1”对话，从中体悟党的

红色基因是如何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③6

王建国与青年党
员王亚男对话⑨6 本
报记者 史长来 摄

苗春德与青年党员吴文凯交流⑨6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郁郁葱葱的虎头山和周文政⑨6
沁阳市委老干部局提供

胸前挂满奖章的南阳珍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摄

张爱华在给学生讲革命故事⑨6
王丽君 摄

编者按

“流动理发箱”里的
精神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