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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年党建史辉煌，伟绩丰功誉四方。
崛起中华惊世界，英雄儿女美名扬。

（二）
党恩浩荡大如天，黎庶翻身苦变甜。
华夏腾飞寰宇震，光明前景谱新篇。

（三）
关工作用意深长，命运前途责任强。
教育儿孙心向党，承先启后谱辉煌。

（四）
抗疫脱贫双胜利，军民党政一条心。
团结奋斗加油干，家庆国恩福祉增。

(五)
老少同声颂党恩，迎二十大谱新程。
光明美景中枢绘，圆梦复兴齐步跟。

七绝·颂党恩 跟党走
罗甸县关工委 冯兴碧

一根红绳，系在中华大地三代人的心里，被
时代的步伐紧紧牵引……

缘起·祖辈的故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儿时熟悉的

歌词在耳边回荡，我看了看手上的红绳，根根思
绪牵引我进入回忆里……

陈旧的老式收音机渐渐在远方响起，声音越
来越清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
歌词回响在我的耳旁时，我便知道——爷爷回家
了。爷爷的身影鲜有出现在我的童年里，只有过
年的时候才偶尔能见上一面。记忆里爷爷除了
每次相见更佝偻的腰以外，便是这熟悉的歌声与
几件刺绣精致的衣服。这次爷爷回来的时候还
多带了一根红绳，他把我唤到身旁跟我讲着：“我
是党员，现在国家需要我去贵州黔南支援建设，
我必须冲在前列。孙啊，你在苏州长大，现在贵
州还有很多地方的条件不如你。这根红绳是先
烈用鲜血染红的，他们用身躯铸就了祖国，以后

你长大了也要报效国家啊！”爷爷意味深长地将
红绳系在了我的手上，此时一束阳光从窗边射
入，透过那冉冉檀香，红色格外鲜亮。

再续·父辈的故事
爷爷在贵州落了根，他年事已高，我们便举

家搬到了贵州。父亲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继承了
爷爷的使命——帮助贵州的发展。2015年，父亲
接到了属于他们的伟大重任——脱贫攻坚。我
偶尔也会跟着父亲一起下乡探访，在平原长大的
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山，只有真正来到这里我才
体会到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我们在翻
山越岭的探访过程中，衣服里总是夹杂着汗水与
雨水，偶尔还会有几只蚂蟥吸附在脚上。但父亲
与他的同事们从未退缩，衣服湿了就拧一拧，鞋
子脏了就洗一洗，虫子多了就拍一拍，走累了就
一起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很多次
我想要退缩时，看着手上的红绳，想到爷爷亲自
为我系上的“希望”与殷殷嘱托，我不能退缩！

2020年，脱贫攻坚圆满收官。望着这通往高
山的柏油路，这劈开大山的高铁隧道，以及崭新
的教学设施，我明白了，我们的父辈胜利了，我的
祖父笑了。

启航·我们的故事
一系红绳感党恩，二系前缘连青春。我在贵

州参加了中考，在贵州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在贵
州喜迎党的二十大，在贵州奋进新征程……

我们在这里奋斗，是继承先辈的信仰；我们
在这里奋斗，是立足于时代的辉煌；我们在这里
奋斗，是开辟新时代的希望！红色，是祖辈们奋
斗终身的信仰；红色，是父辈们造福人民的力量；
红色，是吾辈激扬青春的方向。这根红绳，不仅
连结着我、父亲、祖父与黔南的故事，更沉淀着一
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奋进的厚重历史。

“时代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看着手上
的红绳，这是三代人的承诺与印记，也是党员践
行承诺的印记。

一根红绳的故事
都匀一中高一（6）班 方国臣 指导老师 罗文霞

清烟笼上朦胧的山，林间不时传
来阵阵啼叫，那声音婉转动听。在一
曲悠长的山歌中，一群朴实的农民，顺
着山路来到山上。一颗颗饱满的刺梨
被不断采下，不久便装满了几筐，农民
们谈笑着。在党的带领下，农民的日
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脸上的笑容一天
比一天灿烂，日子过得也没有以往那
么紧了。能吃饱饭，能有房子住，惠民
政策一箩筐。这不都是咱党的功劳
吗，农民可不得使劲儿夸夸。

以前村里的发展一直很落后，各
家各户都紧巴巴地过日子，生活十分
拮据。普通农家户的日子尚且如此的
艰难，就更别提村里的几家建档立卡
户了，他们更是举步维艰。幸运的是，
国家打响了脱贫攻坚战，“精准扶贫”
让农户摘掉了长期存在的“贫困帽”。
我们村也不例外，在党的惠民政策指
引下，我们找到了适合的脱贫致富路
——种植刺梨。不久山上便抽出了一
蓬蓬的花骨朵儿，而后粉红的刺梨花
铺满了一座座苍翠的山。当金秋的阳
光拂过山头，金黄的刺梨便连成了片，
农民们心中满是期待。

轻尝一口刺梨，党的恩情顺着刺
梨那酸甜的汁水流入心田。现在，村
里不仅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还将刺

梨的种植发展成为一系列的产业。拥
有“维 C 之王”之称的刺梨被送入工
厂，加工成了刺梨干、刺梨汁、刺梨果
冻等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如今还
走出国门远销国外，刺梨真正成了专
属于我们的品牌。

这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党，正因为
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才有了现在的小康
生活，太阳拂过山头正如党的光辉洒
在人们心头，将大家的心照得暖洋洋
的，将大家的心情照得喜滋滋的。心
头的甜，不仅表现在口头上，还体现在
行动上，看看头顶的太阳，大家对发展
刺梨产业更加满怀信心，坚定地走在
党为我们开辟的康庄大道上。

是啊，是党的好政策予以了我们
如今的繁花似锦。我默默地细数着，
手中的笔飞舞得更快了。此时的我，
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仅仅只是一颗
滚烫的赤诚的心，我希望能用我那如
野草般铲不完、烧不尽，风一吹便连了
天的韧劲儿去拼搏，去奋斗去实现自
己的理想，我愿在此歌颂，歌颂如太阳
般温暖的党，我愿在春风之下，永远紧
跟亲爱的党。

当清烟笼上朦胧的山，遍地都是
金黄的果儿，在太阳的照耀下，我也种
下了一株刺梨苗……

刺梨满山头，生活美如画
龙里中学高一（16）班 陈凯琳 指导教师 刘翠

变化——家乡
也许我会忘记，腐烂的灰色泡沫在蜉蝣的舞

动下泛起的涟漪，而泥巴路上升腾而起的水雾与
日落时分的哨笛，却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记忆。
而白驹过隙，从镇上的危房拆除重建时，我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的世界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
化。我仿佛在离开家乡时闭上了眼，再次醒来就
观看了百年的棋局。景区、果园令我印象最深
刻。因为从那以后山寨的桃花不只是布依族姑
娘们独自欣赏；情歌不只是青年男儿们酒后的吟
唱；芦笙舞曲在文化公园里嘹亮地响着；苗族银
饰的利落白光成了一个闪耀的名片。记得在十
多年前那个燃着烛光的夜晚，奶奶拿起针头缝补
这膝上的蜡染布，门口面对着青山，时不时会传
来几户人家的狗叫声，忙碌了一天的日子虽然过
得清贫但却知足。如今，每当夜幕降临，她不用
再为生计操心，而是逐渐地从烟熏火燎的厨房里

融入到了月光下热情的广场舞中。
敬意——党员

每当看见他们胸前那颗镌刻着“为人民服
务”的党徽，我就想起了母亲。那天清晨落叶满
地，汽车停在了苗族村寨前，母亲和同事一起去
建档立卡户家里走访。当时她正身怀六甲，那天
空中还飘起了淅淅沥沥的细雨，我陪着她，每到
一户人家，她便转换成“班主任”模式，无非就是
讲述读书的重要性，劝诫辍学的孩子回来读书。
而我当时认为的“无非”，却是改写那些孩子命运
的希望之光。走访将结束时，我们来到了田埂
上，当我不耐烦地问她为什么要一家家都走访
时，她缓缓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希望你能明
白……”风很轻，微冷，但我能感受到她胸前的党
徽在炙热地燃烧。此时站在我面前的不只是我
的母亲，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缩影。从那
时，那颗党徽也就成了我最大的敬仰和毕生的追

求。
希冀——我们

成长在父亲任教的那所乡村中学，我也曾从
身边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高中生活中幻想过自己
的未来。但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是，我们赶上了
最好的时代。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随着年
龄的增长，我们接受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完善、丰
富。一句话说得没错：“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力。”如果是十多年前还骑在牛背上的我，现在的
一切简直就是“乌托邦”一般。要是没有这十来
年的巨变，我根本无法想象世界竟可以这样日新
月异。所以，当我在感叹祖国豪迈、江山壮丽时，
勿忘党的恩情。光荣的过去已彪炳史册，美好的
未来需正在奋进开拓。希冀从我心中油然升起，
前人点燃灼灼华光照亮我们前行。

“喜迎二十大”成了今年的主旋律。我们目
光所聚，心之所往，便是紧跟这主旋律起舞。

倚灼灼华光，耀扶桑之路
都匀一中高一（10）班 赵潞潞 指导教师 向运合

去年十一假期，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去自
驾旅游。妈妈说，这次旅游的主题是“寻找最美
的中国红”。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我们来到了被
誉为世界最高桥梁的平塘特大桥。

云端之上大桥来，幸福人民乐开怀
这是一条横亘天堑的大桥，常年都是云雾缭

绕，放眼望去，仿佛矗立在云端之上。这座雄伟
的大桥，一举夺得世界最高桥梁的桂冠。如今，
大桥本身也变成了贵州当地的著名景点，进一步
推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此时，红旗如骄阳
般在大桥两侧迎风招展，我的心刹那间明朗：“这
不就是最美的中国红吗？”

高钙苹果不高“盖”，乡村振兴频出招
带着对天空之桥的无限眷恋，爸爸满足了我

这个小吃货的美好愿望，带我踏上了长顺县摘苹

果的奇妙旅程。爸爸在城里绕了五遍，也没有找
到记忆中的苹果树。妈妈说：“长顺县再也不是
我记忆中的街道狭窄，一条道走到头的小样子
了。”沿着明晃晃的大马路，离开这车水马龙的繁
华的城市，我们好不容易才来到了高钙苹果基
地。看着一望无垠的苹果园，所有的鞍马劳顿化
为乌有。热情的主人说让我们免费品尝，自主采
摘。望着小脸蛋一样的红苹果，我和弟弟挎上小
篮子，一头扎进了林子深处，惊起几群正在觅食
的小鸡。

我们一边采摘，一边品尝着香甜的苹果，我
再次感受到了最美的中国红。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笑声一片
面对“吃不了兜着走”的红苹果，我们恋恋不

舍离开了，因为我们还要去下一站——惠水县好

花红村赏花。汽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不一会儿
就把我们拉到了目的地。妈妈最爱的薰衣草点
头对我们微微笑，醉人的清风，送来了缕缕沁人
心脾的香甜味，洗去了满身疲惫。还有爬满墙的
小月季，河边的小草地，迷人的小蝴蝶……一切
都是那么美。在我们乘凉的大树下，一位农民大
伯正在卖粮食，他说，半天工夫就卖出 300 斤大
米，300斤小米。他告诉我们，今年收成好，家里
头还囤了很多粮食可以卖。

妈妈问我，找到最美中国红了吗？我说：“全
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过上红红火火的日
子，他们的笑脸不正是最美的中国红吗。转眼，
我们又要喜迎二十大胜利召开，作为少年的我，
当以奋发学习之姿，以优异成绩来映衬那最美的
中国红！”

最美中国红
罗甸县第一小学六年级（9）班 陈雅欣 指导教师 邹献伟

浮云白日，山川庄严温柔。闲来无
事，趁春光烂漫，怀着好奇，我便踏上了
那场盛大的“时代之旅”——至今我都
庆幸着，生于偏远山区的我，在少年时
目睹了最真实的人世间，以至于在茫茫
人生路上从未迷失。

“移民新村”这个新名词，是我在同
学口中听说的，那是她的新家。刚从乡
镇来的她有些许内敛，但是在谈及她的
新家时却格外兴奋，因激动而双眸闪烁
着感恩的光亮。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
使一个羞涩的女孩满是感激？

趁着闲暇，我迫不及待地乘公交去
参观移民新村。

移民新村矗立在学校附近的山顶
上，一幢幢淡黄的小别墅笼罩在青山薄
雾中，引起无数人幻想，也让我极为向
往——在远离浮华的山间，独自静赏，
在那春日的光影里，天空或有些神秘的
启示。可绝不只因其精美之建筑、幽静
之风景就让我向往……

“嘟——嘟——”公交车的喇叭声
骤然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连忙上车。车
上人很多，他们或抱着小孩，或提着菜，
还有几位老人手里轻抱着一些我从未
见过的乐器。他们脸上都洋溢着欢欣
的笑容，有位老人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
他的过往，引得孩子们手舞足蹈。车里
闹哄哄的，我的心底却暖洋洋的。不知
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目光所及的是每个
人都被手机“勾引”得低下的头，让心与
心之间隔着一层厚障壁。可令人庆幸

的是，在这群可爱的人身上还留存着未
被消磨殆尽的质朴与本真。在笑盈盈
的日光下，我凝望着，每个人都有幸福，
藏在生命深处的某个角落。

一下车，满山梨花映入我的眼帘，
春风如约而至，吹暖了每个角落，人们
脸上的笑容映着阳光刻入我的心底，内
心震荡。

我边走边看，看到各家小别墅阳台
的满园春色，听到孩童的银铃般的笑
声、老人奏乐的旋律……构成了一幅抚
慰人心的动态烟火图。令我印象深刻
的是那次表演，在台上跳舞的都是一群
年近古稀的老太太。她们在舞台上尽
情地扭、放松地蹦，没有那么多的顾
虑，即使有些没有跟上节奏，她们也从
未羞涩忸怩。看着那群和外婆差不多
大的老人，目光那样的纯粹干净，漫天
花海都为之绽放。面对生活重担、面对
人生坎坷，她们依然如孩子般地去感
受、去热爱。

瞬间，我想起那句话：“这盛世，如
您所愿！这盛世，我们替您看遍。这盛
世，我们为您守候。”

年少的我有幸见证了中国最真实
的模样，明白了无数笑颜背后的付出，
铭记了令人震撼的深情。他们用一生
诠释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的誓言，因为懂得，所以选择坚定前行，
这条或许艰难的路上终会留下属于我
的时代脚印。

因为懂得，所以坚定前行
都匀一中高二（9）班 石安琪 指导教师 王现

说起以前的家乡，甭提有多寒酸。说来你不
信，有的人家住的房子是漏风漏雨的，一到下雨
天，家里摆满了盆盆罐罐，就像一个旧货市场，大
缸小盆的水啊，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再说家
乡的那条路啊，简直就难以言表。天晴的时候，
只要风一吹，到处尘土飞扬，摩托车飞驰而过，卷
起的灰尘放肆地在空中咆哮。如果碰到下雨天，
老乡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泥泞路，上坡的时
候走一步退三步，好像山路故意和人开玩笑似
的，人仰马翻也是常有的事。那吃的用的就更不
用说了，要吃一口热乎的饭菜，就得亲自上山砍
柴生火，要不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
落。看，以前弯弯拐拐的崎岖乡村公路，摇身一

变成了宽敞平整的水泥路面，道路两旁还有太阳
能的路灯呢。每逢月朗星稀的夜晚，一些吃过晚
饭的闲散老人三三两两地在马路上遛弯，享受着
劳作后的休闲生活。一幢幢砖瓦房小木房，几年
工夫全变成了楼房，我家对面的那户邻居，甚至
修起了小别墅，院子里的亭台楼阁奇花异草，房
顶上的琉璃瓦格外醒目。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
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了家乡独特的风景。家
家户户院子里停放的小轿车、面包车、皮卡车，让
老乡们想走哪儿就走哪儿，真是方便极了。想吃
什么打开冰箱就拿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只要把
电源插头一插，再也不用肩挑背磨上坡下坎砍柴
了。哦，还有一条高速路，横贯南北，爸爸说：“我
们家的大电视机就是从这条路运来的。”老乡们

说：“做梦都没有想到，还有今天这样舒心的日
子，真是党的政策好啊！”

还有更开心的事，政府给村里安装了广播，
每天早上准时向乡亲们播送新闻，真是“秀才不
出门，便知天下事。”我最喜欢周末坐在家门口的
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一个人静静地听着广
播，增长知识。

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茶园，每逢采摘茶叶
的季节，村子里面男女老少背上采茶的筐子，在
蓝天白云下，在欢声笑语中，在一行行的茶树间
幸福地忙碌着。

家乡变了，老乡富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
着笑容，更加幸福地迎接着二十大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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