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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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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读《本质》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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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承杰

“是共产党员的，跟我上！”

这是一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画面是一支红军部

队被敌军包围，急需成立“敢死队”撕开口子突围。在

这生死关头，有人高喊一声：“是共产党员的，跟我上！”

霎时，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冲了上去。

这部电影是我十岁左右时看的。电影里的这句台

词和画面使我对共产党员产生了无比的崇拜和向慕，

它已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那时，我就暗暗下定决心：

长大后，我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自己表现好，我平时不但遵守纪律，而且经常

帮助同学打扫卫生、擦黑板；曾两次奋不顾身救下落水

儿童……我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在每个年级都

担任班干部！我感到，自己正一步步走进党组织的大门。

正在自我陶醉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我伤心的

事。学校里有一支文艺宣传队，我和邻居毛福同在队

里。一次，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我们队准备了一个说三

句半的节目。节目本是四个人表演，老师却组织八个

人背台词，一个人的台词由两个人背，谁背得熟、表演

得好，就让谁上台，二选一。我与毛福背的是一样的台

词，我比他背得熟、演得好，老师就选我上台。毛福没

选上，哭着给他当大队干部的爸爸说了此事。他爸爸

很生气，把老师训了一顿，说：“他爹的政治觉悟这么

低，其子女怎么能当宣传队员呢？”后来，我被撤了下

来。

我没有灰心，仍然努力向少先队靠拢。可是，我每

次靠近他们，毛福就与同伴合伙奚落我，不让我与他们

为伍。我哀求他们说，你们要是给我玩，我就给你们拿

好吃的，当你们的服务员，帮你们拿红缨枪。就这样，

我好歹与他们站在了一起。

1984年，升入高中的第一年，我竟然当选为班里

的团支部副书记。我心里特别高兴，对团里的工作兢

兢业业，还不断干出新花样。我们班团支部多次被学

校评为先进团支部，我也多次被评为模范团干部。在

高中三年级时，我被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我每年都坚持向村党支部递

交入党申请书。

1990年，我有幸被一乡镇聘为专职通讯报道员。

在工作中，我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在干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还积极参与其他工作。当年我参与乡里的全国

第五次人口普查工作，因成绩突出，被评为“全国人口

普查先进个人”；一年后，我又被省委组织部、省人事

厅、省科技厅授予“乡土拔尖人才”称号，在郑州受到表

彰；多次被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评为模范通讯员。

1992年6月25日，我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散

会后，我无法控制住内心的激

动，立即骑着自行车往距单位

25公里的家飞去。我要把这

一喜讯告诉给父亲，告诉给母亲，告诉给全家所有的

人。一路上，我情绪难以控制，忽而哈哈哈地笑出声

来，忽而又泪流满面。我知道那是喜悦的泪水，我也深

刻体会到了“欣喜若狂”一词的意境。

到了家，父母亲都在地里干活儿，我迫不及待地跑

到地里，见到父母，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入党了！”父

亲扔下锄头，急跑几步，双手抓住了我的手，颤抖着说：

“我的好孩子！……”父亲眼里汪满了泪水。他说：“你

是咱家几代人第一个入党的，一定听党的话，好好干！”

我记住了父亲的话，时时处处牢记自己是一名共

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

工作，为建设伟大的祖国增光添彩！

我心向党，是因为我信仰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国共

产党！

我的微信头像是一面党旗，党旗上我还特地打上

了“永远跟党走！”几个金色汉字。

□陈华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之年。一个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中国，已经展现

在世人面前。中国建设发展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是

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斗的结

果。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本质》一

书毫无疑问能开阔我们的理论视野，读来受益良多。

《本质》一书由人民日报理论部主编，内容均经过精

细打磨，全书由郑必坚、江金权、曲青山等国内著名专家

学者撰稿。大体上讲，本书多维度、全视角生动回答“为

什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特

征”。用“本质”的话题，引导中国人民从100年、500年、

5000年三个维度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属性，深度剖析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特点和优势，讲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模

式。全书以接地气的表达全面回顾了党的百年历程，总

结党的伟大百年贡献，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实现了中国沧桑巨变，建

立了丰功伟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指明了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根本改变了中国人民的

历史命运，做出了解全人类问题的中国贡献，形成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又具体地表现在

思想理论的先进性、价值追求的人民性、不懈奋斗的坚

韧性、组织体系的科学性、自我革命的坚定性。

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

任务。首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实现“站起来”：再

造了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基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

业体系、教科文卫事业成就斐然。其次是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逐步“富起来”：经济高速增长、积极融入全球

化、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再次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迈向“强起来”。

《本质》带来的阅读启示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立

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回首过往，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

优异的答卷，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

书写了壮丽篇章。展望未来，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更光荣的使命等待我们去担当，更伟大的奇迹

等待我们去创造。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乘势而上开山

河，风雨无阻向前进，就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难倒我们，

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铿

锵步伐。

□李密

沿国道230一路南下。看到沿途辣

椒吐花，田野沟壑纵横，路边市场瓜堆

如山，你就来到了瓜果遍地的陶乡。

这里是美丽花都鄢陵的最南端，麦

田套种是当地特色。早在30年前，就以

麦棉套种闻名全国，不仅支撑起当时重

要的粮棉基地，而且催生了一大批棉纺

和短绒加工企业，至今仍活跃在棉纺行

业一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种植结

构有了很大调整，麦棉套种已经时过境

迁。而勤劳智慧的陶乡人民，却将麦田

套种品牌越擦越亮。如今的陶乡大地，

拓展形成了麦椒套种、麦瓜套种、瓜椒

套种，有的地方正在探索立体种植。

六月麦收时节，金黄的小麦与绿油油

的辣椒、瓜苗，黄绿相间，一边是麦浪滚滚

的丰收喜悦，一边是生机勃勃的绿意盎

然，令人耳目一新。多年的生产实践里，

麦田套种闪耀着农耕智慧和科学灵光。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特色小镇。

《水经·潩水注》记载：潩水又西南流，径

陶城西。《元和志》《太平寰宇记》记载：晋

陶侃征杜弢所筑，故名陶城；另说陶侃

曾孙陶潜，曾弃官隐居于此，与百姓和

睦相处十余年，倡导筑城，后人念其德，

取名陶城。上溯千余年历史，这里自古

就是陶然陶醉之城。

这里是花都的江南水乡。这里有

三沟并行，没底沟、白潭沟、幸福沟，或

西北，或东西，或东南，贯穿全境。这里

有两河交汇，清潩河自西北向东南，颍

河自西南向东北，握手于赵庄闸前。两

河交汇处，河面宽阔、水静流缓，闸孔泄

出的细流，引来鱼儿顶水嬉戏，正是垂

钓者的乐园。颍河的东西两岸，潩水的

南北两岸，无论周末还是平时，总有垂

钓者在此流连。如果稍加停步，三五分

钟之内：这边扯起一尾细长白鲢，那边

钓出一条鲫鱼，远处一条草鱼，近处一

尾大红鲤鱼，钓钩扬起甩下，鱼儿活蹦

乱跳，波光粼粼辉映出开心的笑脸，水

面宽广荡漾着收获的喜悦。

沿清潩河右侧，新修了长达近10公

里的堤顶路，沿路种植果树，河滩播种油

菜。阳春三月，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金

黄，与蓝天碧水相映，与发电风车构图，

一幅美丽无边的田园风光。七月来了，

请你再看，这一带肥沃的土地，已经成了

桃园、梨园、石榴园，沉甸甸的果实挂满

枝头，满眼期待，只等你来采摘品尝。

这里是花都的瓜果之乡。20余年

种植的历史积淀，这里的瓜果声名远

播。沿白潭沟东西看看，沿乐仓路南北

走走，地里一片葱绿，种的全是瓜，以南

孙庄最为集中。甜瓜种的有白玉瓜、翡

翠瓜、龙纹瓜，还有牛角蜜、羊角蜜；西

瓜种的有冰糖麒麟、青皮核桃、牛奶吊

篮，还有超越冬瓜。农作物重茬儿种植

是大忌，长期以来，重茬儿导致的秧苗

枯死、产量低下问题制约瓜果产业发

展。陶乡人经过数次嫁接试验，连续实

践探索，成功实现了西瓜与葫芦、西瓜

与南瓜的根部嫁接，长出的西瓜个头浑

圆，耐重茬儿、抗病虫。既解决了重茬

儿问题，又提升了瓜皮的韧性，更易于

长途运输。带头攻关的青年农民，今年

还被评为全县的十大乡土人才。在当

地有一个独特的比赛：瓜王评选。近年

评出最大的瓜王，重达70多斤。每到7

月中下旬，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齐聚

陶乡，争相收购，把陶乡的瓜果运往四

面八方。如果有幸买到瓜王评选的前

几名，运货师傅将小曲哼唱炫耀一路。

这里是花都的辣椒之乡。本地5万

多亩的种植面积，与周边县（市）、乡（镇）

形成20万亩的规模，有子弹头、红灯笼、

朝天椒、三樱椒等多个品种。到秋天，

晒场上堆成山的不是玉米大豆，而是红

红火火的辣椒，这里直接成为辣椒酱

厂、火锅料商、干调味品的原料供应

地。以麦椒套种为代表，在丰富拓展的

套种模式下，一亩地实现了三亩地甚至

四亩地、五亩地的收益，陶乡的村庄所

至，处处都是农民的笑声。

这里是花都的特色种养之乡。当

地有旱鸭养殖的传统与优势。仅南张

庄一个村，就有鸭棚百十个，年产鸭蛋

百万枚，有原生鸭蛋、生腌鸭蛋、五香

熟蛋、双黄鸭蛋等。拿出一枚五香熟

蛋，一切两半，蛋清白得娇嫩，蛋黄红

得鲜艳，等不及同亲友分享，自己倒先

生出满满的食欲。结合乡村振兴，陶

乡大力推进建设特色种养产业园，修

建连通路网，污水集中净化，配套相关

设备，不仅出产鸭蛋，还出产整鸭和鸭

脖、鸭掌等分割鸭，陶乡鸭将更加顶呱

呱。

这里还是循环经济的小小缩影。

养鸭产生的鸭粪，作为有机肥料，供应

瓜果种植的合作社或农户，成就了陶乡

无公害瓜果的美誉。镇域有一家名为

泽一再生的厂子，可以把玉米秆玉米芯

做成菌棒，把辣椒秆粉碎再生成生物质

发电燃料，把树木枝条加工成地板原料

颗粒。厂子虽然不大，但产品供不应

求，充满活力。难得的是，企业老板热

心公益，每年总要捐几万元用于村里路

灯、道路、游园、学校建设，并与村集体

联动发展，用心胸的开阔拓展着企业的

更大空间。

在七月，乘着城乡融合的东风，陶

乡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你看，望陶

路拓宽东延至乐仓路，不仅使镇区有了

十字大街，而且实现省道与县道的中部

直通；你看，环镇水系开挖疏通，水清岸

绿，清风徐来，垂柳依依；你看，陶乡瓜

果遍地，堆成小山的瓜果旁，是农民丰

收的微笑，让人感染喜悦沉醉田园。千

年陶乡，花都江南，正在成为幸福宜居

的水韵小镇。

美丽的田园，美味的瓜果，美好的

向往，尽在陶乡。等你，在乐陶之地。

□王星超

她 病 了 ，

且卧倒在床，结肠癌晚期，老人家在世间的日子已经不

多了。

儿子和儿媳在床前耐心地伺候着，她心里舒坦，

但一个人静下来时，头脑里萦回的还是女儿秀竹的

影子。女儿在城里的一家医院上班，平时工作忙，

难得回来一趟。由于庚子年新春全国上下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使至亲的母女大过年里也难得团圆见

上一面。

疫情稍微缓和的夏天，女儿和女婿一块儿从200多

里外的城里回来看望母亲。女儿回来时，衣着整洁，脸

的上半部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下半部戴着一只洁白的

口罩。那时她身体还好，女儿为她带回来许多高档礼

品，并一声妈两声妈地叫着，她心里惬意，只是女儿整个

脸全被遮掩着，吃饭时又和女婿另处，看不到亲人真实

的面容，使她稍有憾意。毕竟疫情还没有解除，有必要

防护，为此，她还是谅解了女儿。

如今，饱经岁月沧桑的她渐渐地走向了人生的边

缘。

一个夏日

的午后，女儿和

女婿一块儿再

次从工作的城市回到了故乡母亲的身边。

女儿还是戴着墨镜和口罩，病榻前女儿的手握着

她枯瘦的双手，亲昵叫了一声：“妈！”

她睁大浑浊的眼睛，声音颤颤地说：“秀竹，我的好

女儿，你可回来了……”

接过弟媳递过来的饭碗，女儿用小勺将漂着鸡蛋

花的面汤一下又一下小心翼翼地喂到母亲的嘴里。她

努力地咽着，两只深陷的眼眶里满含着泪水。

反胃、呕吐，女儿两手托着母亲倾斜的身子，一阵

抽搐引起一串咳嗽，剧烈的咳嗽震落了女儿鼻梁上架

着的墨镜。

女儿露出了一双明滢的大眼睛。

于是，女儿摘下了口罩。

两颗硕大的泪珠从她的眼眶里涌出，在痩黄多皱

的脸颊上打着闪。她握着女儿的手声音微弱地说：“女

儿，我的好女儿，你不用再瞒着我了，事情我早就知道

了，我那女儿秀竹，她，她在去年二月救援武汉时因劳

累加病已经离开了人间……”

作者档案

陈承杰，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就职于夏邑县曹

集乡人民政府。

□姜宝凤

秋天来了，在乡下是庄稼收获的季节。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小

时候生活在农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对乡下人来说，秋天的味道里处处氤

氲着瓜果飘香、颗粒归仓的喜悦。田埂沟

谷，那熟透了的柿子像一盏盏灯笼挂在枝

头；红彤彤的枣儿，宛如一颗颗玛瑙似的逗

人喜爱；满树的苹果，仿佛是一张张少女羞

怯的脸，闪着迷人的光彩。漫山遍野，金灿

灿的谷穗，飘散着醉人的芳香；密密匝匝的

高粱，举起了燃烧的火把；黄澄澄的玉米，

挂着长长的胡须压得秸秆都直不起腰……

只要一想起这些，儿时的记忆便会油然而

生。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小孩子

是极少有零食可吃，但乡下孩子皮实，什么

东西放进嘴里都能吃出滋味来，所以最令

我怀念的还是吃玉米甜秆的场景。那一棵

棵卸下玉米棒子的玉米秆，不仅是孩子们

手里追逐打闹的“金箍棒”，也是啃在嘴里

汁液四溢、爽美无比的甜秆，那种甜甜的味

道，就如甘蔗一样，足可甜润整个童年，让人一生都难以

忘却。记忆中，每年玉米收割时，我都要随父亲和母亲去

地里干农活儿。父亲用镰刀割倒一排排玉米秆，我和母

亲则把玉米棒撕去外皮后，用力掰下来，堆成一堆一堆

的，然后再装进木架子车篓里，收工时由父亲晃晃悠悠地

推回家。在掰玉米棒的过程中，我时不时用自己的“火眼

金睛”寻找着那种可吃的玉米秆。凭我的经验，一般叶子

翠绿，秸秆尚青的，是可以吃出汁水的，先用牙啃下一小

节尝一尝，如果不太甜，就扔掉继续寻找，如果非常甜，那

就是今天的美味了。

吃甜秆，得先剥皮，这是一项技术活儿。用镰刀砍掉

结穗往上的部分和最下面的根部，只留下中间较粗的一

段，因为玉米秆的外皮既坚硬又光滑，咬开之后的边缘还

很锋利，稍不留神就会割到嘴和手。由于从小在泥土地

里长大，早就摸透了玉米秆的习性，练就了铁嘴钢牙，掌

握了识甜秆、吃甜秆的技巧。我会用牙齿从玉米秆的茎

节处先咬开一条口子，然后用手捏住啃开的外皮成倒八

字形撕开，这样既可避免外皮折断又能撕得干净利落不

留残皮，如此反复将一条一条外皮全部剥掉，直到最后只

留下里面水灵灵、鲜嫩嫩的秆穰为止。咬上一口，嘎吱嘎

吱咀嚼几下，那甘甜汁水便会立刻在口腔里流淌开来。

就这样，席地而坐手捧着玉米秆，边啃、边嚼、边吐，吃得

不亦乐乎。

如今，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即便是在农村也

很少有小孩子吃过玉米甜秆。而回首往事，作为甘蔗完

美替代品的玉米甜秆，不仅给我苦涩的童年带来了无数

次甜蜜的回忆，更让故乡的味道融进我一辈子固守的乡

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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