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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杨之甜）“习近平总书记在讲
话中向消防指战员致以崇高的敬意，让
我们备受鼓舞。在听到青年团员和少
先队员代表集体致献词时说：‘你听，红
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真是热血沸腾！”7月 1日上午，收听收
看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直播后，林州市红旗渠消防救援站站
长朱彦明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第一时
间把致献词的视频转发朋友圈。

朱彦明告诉记者，大会召开时，一
部分队员在站里集体收听收看，另一部

分坚守红旗渠纪念馆的队员，则是在执
勤车里用手机观看的。“大家都很振奋，
表示要继续坚持‘用红旗渠精神扛红
旗’，秉承‘临难不怕难，英勇听召唤’的
队训，汲取红旗渠精神中的为民初心，
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
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精神动
力，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唱好新时
代红旗渠精神的新乐章！”

林州市第一中学组织高三毕业学
生在家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并在班级微信群里发表观后
感。大会开始后没多久，各个班级群就

被学生们的感言刷了屏。这些即将步
入大学校门的准大学生纷纷表示，进入
大学后，要更加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
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添砖加
瓦。

“作为红旗渠儿女，我们一定会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沿着革命先辈
们的足迹，赓续精神血脉，汲取奋进力
量，把红旗渠精神传承弘扬下去，让红
旗渠精神在我们青年一代身上生根发
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
青春力量。”该校高三毕业生王钰动情
地说。③9

唱好红旗渠精神时代乐章

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在给学生们做讲解。 本报资料图片 赵阿娜 摄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 李悦）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
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在集体
致献词时说：“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
安排’的豪迈乐章。”这短短的诗句，让红
旗渠精神再次击中人们的心灵。

20世纪 60年代，30万林县（今林州
市）儿女，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胆魄
和勇气，靠一锤、一钎、一双手，苦干 10
个春秋，在万仞壁立、千峰如削的太行山
上，斩断 1250个山头，架设 152座渡槽，
凿通 211 个隧洞，开辟出一条全长达
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不但解
决了林县人民生产生活用水问题，还改
变了林县城乡面貌，更孕育出“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
旗渠精神。

“作为一名林州人，听到这句诗，我
感到热血沸腾。”在大会现场观礼的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林州市黄华镇庙荒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郁林英激动地说。
2000 年之前，庙荒村因为缺水、土

地贫瘠，粮食亩产量只有 500斤左右，村
民靠外出打工维持生活。脱贫攻坚战打
响后，庙荒村从之前的一穷二白变成了

“幸福庙荒”、多产业齐头并进的美丽乡
村。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建设‘幸福
庙荒’没有捷径，靠的是用共产党人‘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踏踏实实带领群
众干出来。”郁林英说，“红旗渠就从我们
村穿流而过，我常听村里的老人讲，修建
红旗渠时，党员干部不仅和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更是走在前头、干在前头。所
以，我也常给村里的党员说，要从红旗渠
精神中领悟实干奋斗的优良作风和担当
意识，充分发挥关键少数作用，一级做给
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把工作做早、
做实、做优，用实际行动将红旗渠精神传
承下去，让红旗渠精神焕发时代风采。”

现场被触动的，还有安阳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红旗渠干部学院党委书记
杨炯的心弦。当天，他作为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红旗渠干部学院党委的代表
参加了大会。

杨炯告诉记者，红色资源是我们党
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
贵的精神财富。红旗渠干部学院位于红
旗渠精神发祥地，一直以来都秉承“传承
红旗渠精神，增强党性修养”的办学宗
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群众提
供红旗渠精神主题党性教育培训。

“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心用情用力保
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用史实
说话，不断增强红旗渠精神的表现力、传
播力、影响力；聚焦不同学员特点，不断
拓宽红旗渠精神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
式，讲好红旗渠故事，传承弘扬好红旗渠
精神，让红旗渠精神彰显时代价值。”杨
炯表示。③9

让红旗渠精神焕发时代风采

□本报记者 董娉 屈晓妍

32岁的刘霖霖，在 106岁的兰考火
车站工作了 9年。用她自己的话说，还
是个“小年轻”。

7 月 1 日上午，观看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后，刘霖霖随着 45
名党员走进兰考火车站站史馆，重温入
党誓词。党龄 8年的她，站在队伍最后
面，声音却最洪亮。

“走进站史馆，我底气就足。”刘霖
霖说。

底气足是因为这里藏着她一家四
代人的“排面”，“这是俺太爷爷的工作
证！还有这个，是俺爸以前戴过的袖
章。”手指头戳在玻璃展柜上，她满是骄
傲。

刘霖霖的太爷爷是第一代产业工
人，参加工作那会儿，二七大罢工刚过
去 4 年；爷爷年轻时在车站的泡桐树
下，见过前来考察的焦裕禄书记；父亲
工作的 34 年里，目睹了一批又一批坐
着火车来学习焦裕禄精神的人，作为站
里目前党龄最长的党员，他曾当过 30

个职工的入党介绍人。
父亲总教导她：“越是困难的时候，

党员越要带头冲。”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小时候最怕下雪天，只要天上有一片
雪花飘下来，哪怕他刚下班，也会扭脸
回站里去。”在刘霖霖的记忆里，对于铁
路职工来说，雪花就是命令。

作为兰考站的助理值班员，每当列
车进站，刘霖霖的父亲都会立马起身，
大步走出值班室。按铃、立定、发指令、
挥旗，干净利索、有条不紊。

左手红色信号旗，右手绿色信号
旗 ，一 扬 一 落 ，代 表“ 停 车 ”和“ 出
发”——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旗语”，父
亲重复了一年又一年。

父辈们的坚守与担当也影响着刘
霖霖。作为货运制票员，负责制作货物

“身份证”，每一条信息都需要逐字输
入、反复核对。“上班以来，经我手的货
票有 4万多张了，零差错！”刘霖霖语气
中透出自豪。

除了这个“铁路之家”，老家兰考的
发展足迹也一直有铁路相伴。2016

年，郑徐高铁开通，兰考南站投入使用，
兰考步入“一城双站”时代；2017年，兰
考正式脱贫摘帽，“务工专列”也随着家
门口就业的人逐年增多而驶入历史深
处，一去不返。

“你还这么年轻，就不想到外面的
世界看看？”记者问她。“想啊！”刘霖霖
爽朗地笑着，语气却分外认真，“外面的
世界那么大，但总得有人守好家。”

更何况，如今的兰考变化那么大，
上市公司来了，产业园建成了……便利
的交通带来诸多发展新机遇。“过去大
家都不愿让孩子留在这里，现在我很多
同学和朋友都从外面回家来创业、定居
了！”刘霖霖说。

车站是远方的起点，也是故乡的尽
头。刘霖霖家一代接着一代，在这座百
年老站上，见证着陇海
铁路线上的变迁。而
像刘霖霖这样的年轻
共产党员如同钢轨上
的螺丝钉，何尝不是在
新时代用平凡的奋斗
书写新的党史？③7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未来属于青
年，希望寄予青年。”7月 1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青少
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
把青春理想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负时代，
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南校区四一
中队少先队员梅竞予在电视机前认真观
看大会实况，当青少年们“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的誓言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
时，他也跟着喊起来。“在学校学党史的
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党和祖国的
伟大。我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他说。

“一百年前的新青年在民族危难之
际上下求索，我们当代青年生逢盛世，更

要做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河南省
“青马工程”学员、河南工业大学学生何
云浩说，当代青年要主动接过历史的接
力棒，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在大会上，青少年齐诵“你听，红旗渠
‘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这让河南省服务乡村振
兴计划志愿者侯博群热血沸腾：“我们青
年要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作为一名
投身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我要在祖国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奉献青春，学习优秀共产
党人的精神，冲锋在前、吃苦在前，练就过
硬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

“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讲话，让
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们恰逢盛世，
多么幸运。”省青联常委、郑州市馨家苑
社区服务中心副理事长范小康说，“作为

一名从事基层社会工作的青年党员，我
将扎根基层，不断传递党的声音与温暖，
做百姓的贴心人。”

“总书记对青少年寄予厚望，这让我
更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郑州市金
水区纬五路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古佳玉说，作为一名少先队工作者，要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育引导少先队
员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高举
队旗跟党走。

“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内黄县
张龙乡田达村第一团支部书记黄笑天表
示，“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我将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期望，牢
记共青团组织的政治属性，围绕青年健
康成长、服务青年发展，带领青年群众撸
起袖子加油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先锋力量。”③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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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奋斗 继往开来
——我省“两优一先”代表观礼感言

□本报记者 石可欣 李悦

7 月 1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上，一轮红日
从东方冉冉升起。在金色阳光照耀下，天安
门城楼庄严肃穆、气势恢宏。

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
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临颍县公安局皇帝庙
派出所指导员、二级警长陈晓磐，天还没亮就
起了床，拿出熨烫整齐的公安制服，郑重戴上
鲜红的党员徽章。

今年 49 岁的陈晓磐，2000 年转业入警
后，于 2005年由机关下沉至条件艰苦的皇帝
庙派出所工作。他用8个月时间将全乡8948
户 11029 处院落全部走访了一遍，手绘地图
100多幅、拍摄照片3.6万多张、采集信息9万
多条，制成电子地图，以信息化助力智慧警
务。自费制作的 8000多枚警民“连心结”，挂
在辖区的家家户户，只要群众求助，他都第一
时间赶到，用自己的耐心、细心、恒心，破解了
一桩桩农村治安难题。

“当国旗升起、全场高唱国歌时，当战机
群从天空翱翔而过时，我心潮澎湃、眼含热
泪。”陈晓磐说。

陈晓磐告诉记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一殊荣，
深感荣幸。“赶上这个伟大时代，真的很幸
福！”陈晓磐说，“这幸福并非来自各种荣誉，
而是来自为人民服务的快乐，来自村民们安
居乐业的笑容。我将继续践行‘立警为公、执
法为民’的诺言，无愧于头上的国徽、胸前的
党员徽章，当好人民群众的‘守护神’。”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宝丰县赵庄镇大
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也受邀参加了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马豹子告诉记者，在观礼台近距离聆听

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在
北京结识了很多先进典型，他们在不同岗位
上书写了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初心使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人格魅力。

“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我心情格外激
动，特别自豪，也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作为农村基层党务工作者，我会牢记党的宗
旨使命，做好本职工作，关键时刻站出来，带
头走在最前面，为群众做好榜样。”马豹子说，

“将把我们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图书批发市场
向线上全面转型推广，打造电商产业基地，为
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努力实现产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100响礼炮在空中轰鸣，国旗护卫队护卫
着鲜艳的五星红旗阔步走来，天安门前的观

礼台上，人群欢呼雀跃。一位身着白衬衫的
老人胸前挂着勋章，双手摇动着红旗，笑容如
同阳光般灿烂。他就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
者，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世江。

“今天能够身临这样的盛典，作为在党52
年的老党员感到很振奋。”李世江说。

李世江从军多年，退役后自主创业，面对
锂电池核心原材料六氟磷酸锂被国外垄断的
局面，他带领党员技术骨干组建研发团队，历
经8年艰难攻关，首创了新型原料路径制备晶
体六氟磷酸锂新工艺并迅速实现产业化。他
将党建融合创新发展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助推器，把“坚持党的领导”写入《公司章程》，
在非公企业构筑了强大的“红色堡垒”。

“用党的科学理论指引企业发展，企业才
会有明确方向。”李世江告诉记者，“未来，我
们将围绕氟、锂、硅三个元素，着眼于国家经
济高质量发展需求和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从为电解
铝行业节能减排服务，到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服务，挺
起民族工业的脊梁，继续为
党增光、为国添彩。”③6

李世江马豹子陈晓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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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车站里的“小年轻”

弘扬红色精神 绽放青春力量

77月月11日上午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申宏申宏 摄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
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
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
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
相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