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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啊，您犹如沙漠上的一片绿洲，
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希望；您是黑夜里
的一盏明灯，给人们带来光明。“为人
民谋幸福”是您发自肺腑对人民，对祖
国最真挚、最浓厚的情感。

我们的党一路走来历经了伟大征
程，感谢您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
座大山，感谢您带领人民过上了幸福
小康生活。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风
雨不改的初心和使命。八年，看似一
个小小的数字，取得脱贫攻坚的胜利，
看似一句话的成就，却是多少人汗水
辛勤的付出。我国近1亿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
规划全面发展，乡村振兴全面推进，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和国
家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理念，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每一位患者，
守护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广大
医务党员毅然奔赴危险的“疫”情战
场。抗疫中，看到了我们的团结，我们
的强大的凝聚力，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无数个感动的瞬间，都让我催然泪
下，也让我感到无比的振奋与自豪。
我们挺起胸膛，骄傲地向全世界说：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是感恩的民

族，是凝聚力最强的民族。”
奶奶告诉我，30 年前的村里，道

路坑坑洼洼，人们住在瓦房里，常常在
青黄不接的时候吃粗粮，买生活用品
要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步行两个小
时才能到集市，买好东西回到家已经
是晚霞满天空。如果遇上下雨天气，
泥泞之路行走更困难，鞋上沾满泥
土。可想而知，他们当时生活是多么
艰苦。再看看 30 年后，如今的生活，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幅美丽的画
卷，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居民住
的小区星罗棋布，生活在舒适安宁的
环境中；花园绿地随处可见，马路宽阔
平坦，汽车，电瓶车来来往往。如今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
都归功于党和国家，如果没有党和国
家，没有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也不会
有现在的科技发展和舒适的生活。

热情的七月，所有花都在绽放吐
露芬芳，所有的人都在歌唱我们的党，
党哺育我们快乐成长，党教导我们天
天向上，我们一定不忘党的恩情，党的
恩情深似海，我们是沃土中一颗小小
的种子，是阳光下的一朵鲜艳的花，在
党的阳光照耀下，我们会茁壮成长，待
长成参天大树后把祖国的明天建设得
更加繁荣富强。

党的恩情深似海
长顺县第四中学七年级（17）班学生 黄婷婷 指导教师 刘桂花

我的家乡——“贡茶之乡”贵定
县云雾镇长寿寨，这里山清水秀、密
林环绕，这里庭院深深、美食飘香，这
里古朴典雅、民俗深厚，加上错落有
致的楼房，真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田园
诗画，而我就生活在这田园诗画中。

春天的清晨，雾把整个山头和村
子都盖住了，就像传说中的仙境一
样，果园里的果树上长满了花蕾，一
颗颗含苞待放、红白相间，甚是好看，
竹林里一株株竹笋破土而出，直冲云
霄，茶园里的茶树上冒出了绿油油的
嫩芽……每周末我从县城回家，都会
帮爸爸妈妈采摘茶叶，晚饭后我最喜
欢的一件事就是听爷爷讲家乡以前
的故事。过去，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以
种田为生，经常是吃完这顿没下顿；
住的是瓦房，一到下雨天屋里就会漏
雨；爷爷奶奶到镇上赶集，没有交通
工具，都是肩挑背扛；村子里的路坑
坑洼洼，一到下雨天就很难走，一不
小心泥浆会溅满一身，村民们还编了
一句顺口溜：“下雨水泥路，天干洋灰
路。”一到夜晚，整个村子黑漆漆的一
片，什么都看不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的家乡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云雾茶叶知
名度的不断提升，茶产业成了云雾镇
的主打产业，我们村成立了云雾茶叶

股份有限公司，由公司统一出钱购买
茶种，统一聘请专家传授茶叶种植技
术，我们家也入了股，在公司的带领
下，茶叶产业越来越红火。在村“两
委”的领导下，村民们还种植大棚蔬
菜、发展家禽养殖、经营农家乐，多渠
道增加了经济收入，生活渐渐富裕起
来。家乡的面貌焕然一新，以前的泥
巴路铺上了沥青，道路两边安装了太
阳能路灯，还种了五颜六色的绿植，
村民们出行方便极了，家家户户都盖
了小洋房，买了小轿车，村民们的日
子过得比蜜还要甜。我们家也买了
一辆小轿车，每到周末，爸爸妈妈就
开车接我和姐姐回家，一家人开开心
心，十分幸福。

家乡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号
召，掀起“美丽乡村”创建热潮，大力
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发挥
特色优势，用“新”打造，致力于展现
美丽宜居的乡村新风貌，家乡长寿寨
还被评为贵定县最美乡村。每到春
天，那满树的樱花吸引了络绎不绝的
游客，带动了家乡的旅游经济。

家乡的巨变，让我感到骄傲和自
豪，这一切的变化都离不开党的领导
和党的好政策，相信未来的家乡一定
会变得更美。

家乡巨变感党恩
贵定县实验四小（二小分校）五（1）班 蒋雨轩 指导老师 陈家云

我听过这样一句话：“传统不是
守住的炉灰，而是热情的火焰传递。”

“红色基因”是火焰，只有传承下去，
才能成为真正的“时代新人”。家乡
荔波，这里有“红色品质”与“红色事
业”，正是这些“红色”因素像一盏盏
明灯带着我们稳步前行。

我家位于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核心区黎明关乡板寨村，这里层
峦叠嶂，满目苍翠，走进板寨，就能体
会到这里的“红色品质”与“红色事
业”。

绿水青山之间，红七军板寨会师
旧址映入眼帘，透过历史的风声，时
间指向 1930 年 4 月 16 日，在总指挥
李明端、军长张云逸的率领下，第一、
二纵队约 3000余人，会师于板寨，由
此拉开了红军队伍进军贵州的序幕，
从此也点亮了板寨人民生活的希望
之灯。

站在红七军板寨会师旧址，我心
潮澎湃，馆内气氛凝重，展厅里红军
使用过的步枪、马刀、马枪等武器和
墙上的油画、雕塑，再现了当年红军
将士们在苦难中前行的脚步和不畏
艰险、克服困难，最终顺利会师的场
景，我深切感受到他们对革命事业的
无比忠诚与坚定的信念。走到旧址

群楼中，看到那些熠熠生辉、充满力
量的伟大理想和严明纪律的字文字
——“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严守党的
纪律、艰苦奋斗，顾全大局……”不仅
值得我们怀念、坚持和发扬，更是一
面净化心灵的“镜子”，让我们看到了
一盏明亮的明灯。

斗转星移，时序更新。时代在前
进，传承“红色基因”的方式也要与时
俱进，有所创新。自 2017年以来，板
寨村群众依靠党的脱贫攻坚一系列
好政策，借助“精准扶贫”的春风，发
展起了百香果、蜜柚种植，以及悄然
兴起的旅游产业，让当地群众实现了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梦。一排排整齐
漂亮的新房，一条条干净卫生的街
道，依托着绿水青山和“红色”因素，
传承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板寨群
众不断努力，建起了村美人富的新农
村。这是板寨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推
动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点燃板寨群
众奔小康的期望之灯。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
动成真，生活也不会一帆风顺。作为
新时代的接班人，我们要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爱国之心，致敬革命先
辈，坚定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的伟大梦想而奋斗。

家乡，守住我心中的明灯
荔波县茂兰中学九年级（1）莫胜康 指导老师 覃曲梅

我家住在黄平县皎沙村，以前这
里交通很不方便，当年考到县里高中
时，从村里到县城，我就得转 4趟车；
村民生活也很困难，前些年，除了卖
自家种植的水稻油菜等获得收入以
外，还卖试种的“太子参”，但由于乡
村道路的闭塞，来收购的商户只能低
价收购，村民们也赚不了多少钱，日
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自从开展精
准扶贫以来，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特别是村里来了一位叫周俊的驻
村“第一书记”后。

“第一书记”周俊到我们村后，首
先，抓村民盼望已久的修路，他带着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四处奔
走，争取到帮扶单位和县上的很大支
持，回来后又动员群众出资和投工投
劳，不到一年，全村道路就大变样
了。我考上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时，上午从村里出发，小路
接大路、再上高速路，不到两个小时
就到达学校了。其次，经过对村里田
土面积、田土适合种什么、种出来的
东西销到哪里、价格如何等情况的详
细了解和研究后，周俊决定还是以

“太子参”的种植发展为主导产业，他
积极争取到扶持“太子参”发展壮大
的项目资金，为村民们解决投入自己

过多的问题；为解决“太子参”的产量
和质量等技术问题，周俊请来技术人
员，为村民们开办培训班，组织大家
学习和掌握种植技术以及病虫害防
治知识等。“太子参”成熟后，他又联
系到江苏的一家制药公司，收购价格
是平时的三倍，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现在我们村的“太子参”，已扩种至上
千亩，也不愁销路，价格也很可观，村
里很多年轻劳动力，在听说村里种植

“太子参”产业很有前景后，都积极返
乡，回来扩土地、搞种植。

现在，通乡、通县、通省的公路畅
通无阻，村里曾经的泥泞小道也变成
了柏油路，“太子参”畅销省内外，村
里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的生活。所
有的一切，都源于党的好政策，源于
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的乡亲们，源于立
志精准扶贫，扎根山村、甘于吃苦、奉
献青春的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干
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一名
学习幼儿教育的学生，我愿以家乡驻
村“第一书记”为榜样，谨记幼专“立
德树人，和谐兴校”校训，用学到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全身心服务于家乡的
孩子们，奉献青春力量，助力家乡建
设。

为家乡的驻村“第一书记”点赞
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周茜

走过山河浩荡，走过彩旗飘扬，
鲜艳的彩带挥舞出龙的脊梁。不同
的年代有不同的爱国方式，爱国是
我们共同的底色，上一代人用热血
和生命为我们打下和守住的江山，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用青春的智慧与
才能将他发扬光大。

很多人说，你们这代人生活得
太安逸了，长成了温室里的花朵，其
实不然。疫情当下，年轻一代勇敢
地扛起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发出了不平
凡的光与热。

党和国家一声号令，各地青年
志愿者们迅速出动，其中有我们的

“优秀校友”杜富佳，2020 年湖北疫
情期间，她带着母校的嘱托，第一时
间在所实习的医院报名加入援鄂志
愿者队伍，奔赴疫情防控一线。千
万个“杜富佳”拼命从死神手中把一
个个生命抢救回来；在基层社区，青
年志愿者坚守卡点，认真值班，他们
一遍又一遍地给群众宣讲防疫知
识，耐心指导不会使用手机扫码的
老人；他们严格操作，认真开展不同
层次的核酸检测……他们是“智能
战疫”的科技精英，是“网络战疫”的

技术专家，是穿着“红马甲”全力奔
跑的战“疫”志愿者。

疫情防控期间，黔南医专上下
凝心聚力，拧成一股绳，学校领导周
密安排，老师以身作则，学生召之即
来，敢于担当。校内，我们坚持课内
外按要求戴好口罩、组织好每天的
核酸检测，在努力学好专业知识和
技能课的同时，学习疫情防控相关
知识和技能，练就抗“疫”本领；疫情
紧急，学校组织应急抗“疫”志愿队，
50人的名额，仅几分钟，就有几百名
同学报名，作为大一新生的我也踊
跃报名；毕业实习在各医院的师哥
师姐，坚守工作岗位，并手持“请战
书”，渴望在战“疫”一线贡献自己的
力量。我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展现医
学生的使命与担当，用实际行动诠
释新时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感。

环宇中华大鹏，历经无数风云，
仍苍穹翱翔；泱泱中华大地，千沟万
壑经纬，仍昂然屹立。我站立的地
方就是我伟大而自强不息的祖国，
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党在心中，
投身战“疫”，我辈甘愿奉献青春。

党在心中，战“疫”当有我辈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1级护理大一班 锁蝶元

我是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的一名退休老党员，既是离退休
党支部书记，也是学校关工委负责
人之一。退休十多年来，我始终铭
记自己的入党初心，常用“退休不离
党，退岗不退责”鞭策自己，努力发
挥余热做好工作。

1972年，我在家乡罗甸县董王
公社工作时加入中国共产党。50多
年来，无论是在乡镇、县里，还是在
黔南医专工作，我始终牢记党的宗
旨，尽责履职，积极为家乡打改村、
董王乡等，以及黔南医专的全面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2015年，我曾
以学校退休党员志愿者的身份，深
入家乡打改村，走访每家每户，脚步
走遍田间地头，开展脱贫攻坚情况
调研，写出的调研报告得到原州委
主要负责同志的批示，批示落实后，
加快了打改村的脱贫攻坚步伐，使
这个极贫村与全乡、全县一道甩掉

“贫困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走向
乡村振兴之路。实施精准扶贫后家
乡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我感到十
分高兴。

担任学校关工委负责人 10 多
年来，我不忘入党初心，按学校党委

的要求，围绕学校的发展，为青年师
生的健康成长再发余热。多年来，
我努力为做好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
建言献策，注意加强对青年学子的
思想政治教育，今年 6 月，我作了

《忆在党五十年》的主题发言，表达
了对党的深厚感情和继续为党的事
业增添光彩的决心，受到现场师生
的欢迎；我参与和组织学校“五老”
人员开展联系贫困生等活动，为学
生进行心理疏导、促心理健康，我在
学生大会上公开自己的联系方式，
并与多名学生取得联系，及时了解
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生活情况，及时
传递时政及思想道德教育正能量，
鼓励学生健康、阳光成长，及时为同
学排忧解难，例如，为学生搭建勤工
俭学平台等。下一步，在征得学校
党委领导的同意，按州关工委的特
邀，我拟将发言做成课件，在校内外
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主题宣
讲。

作为一个在党 50年的党员，我
将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不忘初心使
命，继续努力，发光发热，为下一代
的健康成长做好工作，帮助青年，愉
悦自己。

不忘初心使命，继续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何德英

““““““““““““““““““““““““““““““““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老少同声颂党恩、、、、、、、、、、、、、、、、、、、、、、、、、、、、、、、、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携手喜迎二十大””””””””””””””””””””””””””””””””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征文选登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