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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朱晓玲 司艳雯

为什么入党？“入党的初心还要从黄
河说起。”3月 25日，漆一宁这样告诉记
者。

漆一宁的成长经历和黄河息息相关，
他的姥爷是一位水利工程师，也是一名老
党员，心思一辈子都放在治理黄河上。耳
濡目染，漆一宁从少年时代就很关注黄河
水利事业。而他对黄河真正的认知，来自
2019年的实地考察项目。

路过一条干涸无水的渠道，又经过
一道废柴杂草淤积的水渠，走在被烈日
炙烤的土地上，漆一宁不禁喉咙发紧，这
不是他想象中乡村水系的样子。

2019 年 7 月 9 日，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水利学院的漆一宁第一次来到兰考县
仪封镇进行实地考察，尽管早就知道此
行的任务是优化当地水利生态，但他还
是被眼前的景象冲击到了。

漆一宁和团队首先进行实地调研的
是代庄村和毛古村。村庄里有些水渠已
修有矮堤，更多的还是土渠。经过几天
的考察，漆一宁和团队对这里的水利状
况有了初步了解。他们判断，农田耕地、
水产养殖、小型工厂与河争地，部分水系

遭到切断或填埋；区域河道水系流动性
差；河道断面普遍偏小，加剧了淤积……

历经半个月，实地考察顺利结束。
从兰考县回来，此行所见所想在漆一宁
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黄河宁，天下
平”，他对黄河、对水生态的“保护欲”更
加强烈。

在了解了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
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
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很大变
化之后，漆一宁坚定了入党的想法。
2019年，他提交了入党申请。

漆一宁和团队为仪封镇作了后续规
划，形成了“村村联建、生态修复、农业提
升、文化整合、旅游活化；建成集水安全、
水经济、水生态于一体的河网水系；满足
区域防洪、农业灌溉、水生态保护需求”
方案。

2020年，项目已有部分设计在当地
开工建设，一想到自己也能为黄河流域
的乡村作出贡献，漆一宁就非常振奋。

现在，入党一年的漆一宁时刻牢记
党员使命，他说：“我们水利人就是要将
自己的所学应用到实践中去，等我研究
生毕业，要继续为黄河作贡献。”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朱晓玲 司艳雯

“一步一步走过来之后，其实有很长
一段时间不敢回想那时候。”3月 24日，
接受记者采访时，年仅 21岁的大三学生
刘浩洋发出这样“饱经沧桑”的感慨。

刘浩洋是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汽车工
程学院的大学生党员。2020 年 6月底，
在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刘浩洋在同学中
间发起大学生创业计划，决定以合伙人
机制开一家专门做汽车内饰的小店。

开始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而 8
月正式营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店里生
意惨淡，甚至一度连续两周无人进店。

“难受，无望。”刘浩洋感到前所未有的压
力。

有次周末回家，他向家人提起此事，
说话间竟谈到“要不算了吧”。身为老党
员的爷爷当即制止他这种消极的想法：

“你这哪行？遇到小小的挫折就想放
弃。我们那时候可比你苦得多！你不是

学过南泥湾精神、长征精神吗？要都像
你这样，哪有现在这好时候？”

刘浩洋如梦初醒。他转变思路，白
天和小伙伴在地铁口发传单、递名片，晚
上在商场附近摆摊。摆摊赚得越来越
多，拿着名片找上小店的顾客也渐渐多
起来。于是，刘浩洋又转战微信视频号
和抖音等新媒体阵地。就这样，人气逐
渐聚起，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2020年年底，刘浩洋收获创业“第一
桶金”——7000多元的分红。“后来我们
团队还斩获了河南省‘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一等奖，现在我们小店的月盈利
已经上万元了。”刘浩洋骄傲地说。

从小受爷爷熏陶的刘浩洋在大一就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说：“我们党马上
就 100 岁了，而我的党
龄刚满 1岁。这种感觉
就像一个充满智慧的
长者带着学步的娃娃
在大道上前行。”③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朱晓玲 司艳雯

3月 26日，宋子珍在院团委忙着处
理毕业生的相关事宜。作为辅导员助
理，宋子珍还是一名党龄刚满一年的大
学生。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宋子珍不仅
热心肠，还“靠谱儿”。

出生在新乡县七里营镇的宋子珍，
是听着全国劳模史来贺的故事长大
的。在宋子珍心中，史来贺立下的誓言

“跟党走，拔掉穷根，让百姓过上好日
子”，体现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2017 年，走进河南农业大学的第
一个国庆节前夕，宋子珍向党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她脚踏实地，一
步一个脚印，努力提升自己。两年后，
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学院党
建办公室的骨干。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青马班”
学习、“抗击疫情”志愿服务活动……宋
子珍说：“只要戴上党员徽章，感觉就是
不一样，特别想去帮助别人，总觉得自
己应该更优秀才对。”

刚过去的这个寒假，宋子珍参加

了学校组织的生猪养殖户绿色生产行
为调查。2月 6日，在新乡县七里营镇
七三村做调研，她再一次感受到了自
己专业的魅力。她发现，当地养殖户
很少有人认真核算成本，大多对采用
自动化饲喂技术和清粪系统存在抵触
情绪，对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识
不够。这次的经历让宋子珍坚定了自
己的想法：农林经济管理、农村发展规
划的知识很实用，“三农”领域大有可
为。

3月 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
农业大学校长张改平从河南手机报的
报道中得知宋子珍的事迹，给她发来一
段寄语。张改平院士表示：我校青年党
员能以“弘农”之追求报“爱国”之志，我
倍感欣慰，望更多的学子勇担使命，不
负韶华，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扎根
于中原大地，用青春和汗水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书写崭新的篇章。

受到激励的宋子珍说：“希望将来
成为史来贺那样的党员，将汗水洒到农
村建设中，为乡村振兴奉献自己的专业
知识和青春力量。”③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朱晓玲 司艳雯

“从春节前到现在，查资料、拜访专
家，实地去感受红旗渠精神……节目终
于要录制了。”3月 24日晚，宋雨倩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她说的节目是《旗帜·中国青年
说》。该节目从全国100所高校中选取
100 位同学讲述 100 个党史故事。作
为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播音与主持
艺术专业的学生，党龄刚刚一年的宋雨
倩被学校推荐讲述“人工天河”——红
旗渠的故事，这让她无比激动。

从舅太姥爷到爷爷再到爸爸，家里
几代党员的经历让宋雨倩从小就对党
有了很深厚的感情。考入河大后，她参
观校史馆时看到的资料让她对舅太姥
爷李俊甫有了更深的理解。李俊甫是
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青少年时就
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他1924年公
费赴美留学。1931 年“九一八事变”
后，他毅然返回祖国投入抗日救亡运
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变卖家
产，把全部积蓄捐献给党组织作为抗日
斗争的经费。他还办起了豫西第一所

“抗日中学”并担任校长，护送学生参加

抗日游击队……他艰苦奋斗，热爱党的
事业，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

从看到舅太姥爷事迹的那天起，宋
雨倩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因为不到年
龄没能如愿，但是她没有放弃努力。作
为一名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宋
雨倩坚持每日练声，两年多的大学时
光，铁塔湖见证了她日复一日的坚持。

宋雨倩在努力学习的同时，积极投
身社会实践活动。2019年暑假，她参
与了学校组织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带领小伙伴去南召县城郊乡竹园沟
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宣讲活动。“当地
很多年轻党员干部都是毕业不久的师
兄师姐，他们扎根农村，用所学知识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他们身上那种共产党
员的奉献精神深深影响着我。”她说。

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寄语学校
青年党员，时代在变，红色传统却代代相
传。希望青年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接过
先辈的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宋雨倩说：“青春只有融入祖国建
设的需要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她期望
着毕业后和师兄师姐一样，响应推进乡
村振兴的号召，为建设美丽乡村贡献青
春力量。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朱晓玲 司艳雯

“我没做什么”“我真的很普通”，3
月 2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卢本举翻来
覆去就是这几句话。在他心里，自己为
留守儿童做的那些事真的是太渺小了。

12岁以前，卢本举同样是一名留
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带大。在初中的课
堂上听到80后“最美乡村女校长”李灵
的事迹，对他触动很大。“忠诚、信仰、无
私、坚韧……李灵身上那种中国共产党
员的优秀品质，让我下定了加入中国共
产党的决心。”卢本举说。

考上河南理工大学之后，有很多社
团招新，卢本举却对能源学院青协彩虹
筑梦队情有独钟。每月两次，骑自行车
跑十几公里去对口支教点——焦作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文昌街道霍村小学支
教，让卢本举感觉特别充实。“每次骑车得
一个小时，要经过高速路口，车特别多。
总是得走那个临时通道，特别窄……”不
过，只要见到那些孩子，卢本举所有的

疲惫都化为乌有了。
在陪伴这些孩子的同时，卢本举也

在不断地提升自己，从初入学时的成绩
平平到现在的专业成绩第一，多次获得
国家励志奖学金、“河南省三好学生”称
号……目前，卢本举已经收到免试攻读
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

卢本举这样评价自己的大学生
活：“这 4 年的青春，是我追逐榜样脚
步的过程，也是我从预备党员历练成
为正式党员的见证。”他鼓起勇气给李
灵写了一封信。当得知自己的事迹感
动和激励着这个孩子后，李灵给卢本
举写了一封回信。收到回信后，卢本
举第一时间和彩虹筑梦队的小伙伴们
进行了分享。

“离建党 100 周年不到 100 天了，
我们彩虹筑梦队也在策划给支教的小
朋友讲党史。”卢本举说，“希望引导孩
子们以优秀共产党员为学习榜样，树立
前进目标，将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传承
下去。”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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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

国家强。青年党员是党员队伍

的中坚力量。在迎接建党 100

周年之际，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与河南省教育厅策划、河南手机

报承办的“1岁致敬 100 岁”主

题宣传活动日前启动，从省内高

校征集党龄 1年的青年党员，讲

述他们的初心故事，向党的百年

辉煌致敬。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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