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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毕业后， 我在一所偏僻
的乡村小学做代课老师， 学校条
件极其艰苦， 去时正是初夏， 蚊
子又黑又大 ， 叮得我全身都是
包， 更让人难过的是， 这些贫困
家庭中的孩子， 却有几个并不珍
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其中那
个叫李勇的男同学尤为调皮， 上
课不是讲小话， 就是看课外书，
让人很心痛。

我曾私下里跟他说过， 学习
是自己的事， 关系到自己将来的
前程， 学习好才能走出大山， 去
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 他却一脸
不屑地对我说： “我爷爷奶奶腿
脚都不好， 就算我学习好也不能
出远门， 我想好了， 我以后就在
这里种花卖钱。”

对于他这个愿望， 我着实不
敢恭维。 哪个孩子不想走出大山
去城里过现代生活呢。 后来我了
解得知， 小勇的父亲在他７岁时
出车祸去世了， 母亲带着弟弟改
嫁到了外地， 李勇这些年和爷爷
奶奶相依为命， 两位老人身体都
不好，全靠李勇支撑这个家，他回
家后，会帮助家里干很多农活。

得知李勇的遭遇， 我心生恻
隐之心， 也开始觉得， 这个看起
来瘦瘦弱弱的孩子， 懂事隐忍 ，
真是个好孩子。

一天早晨， 我刚走到教室门
口 ， 就闻到了一股栀子花的香
味。 我怀着好奇心走上讲台， 看
到了一个绿色的小脸盆， 脸盆里
放着水， 水里整整齐齐地摆着栀
子花， 栀子花的清香溢得满教室
都是。 我从小就喜欢栀子花， 低
下头嗅了嗅， 深吸了口气， 然后
扬起笑脸问： “这是哪个同学送
的？” 大家你望望我， 我望望你，
笑了笑， 都摇着头。

闻着栀子花的香味， 我心里
充满了暖意，讲起课也轻松多了。

每隔几天栀子花枯萎的时
候 ， 脸盆里就会换上新的栀子
花。 栀子花的香味， 让同学们都
精神爽朗 ， 学习劲头都更足了
些， 但是， 谁也不说是谁送的。

那日家访， 我特意去了李勇
的家。 破旧的房子前， 栽着各种
各样的花卉， 像个大花园一样，
当我的目光落在那一排栀子花上
时， 我突然间明白了， 那些栀子
花都是李勇送的。 我问他： “为
什么要送我栀子花呢？”

李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
“老师 ， 我听说栀子花能驱蚊 ，
有没有效果呀？”

我摸了摸他的头， 告诉他：
“栀子花的花朵是没办法驱蚊的，
栀子花做成精油才有驱蚊的功
效。 我说了吧， 还是要多学习知
识， 才能懂得更多。”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跟
我保证 ， 以后再也不调皮捣蛋
了， 会好好学习。 我也买了几本
养花的书籍送给他， 他抱在怀里
爱不释手。

一年后 ， 我离开了那所学
校， 和孩子们都断了联系。

几年后的一天， 一个陌生的
电话打过来， 我惊讶极了， 是那
个调皮的李勇打来的。 他兴奋地
告诉我 ， 他在老家开了一家花
圃， 并且把爷爷奶奶都照顾得很
好。 我问他花圃多大时， 他笑了
笑： 不大呢， 才50亩。

不久以后， 我收到了一盆正
盛开着的栀子花。 快递单上没有
署名， 就只写了六个字： 老师 ，
祝您快乐 。 我知道是李勇寄来
的， 我的心， 沉醉在那栀子花浓
郁的香味里， 久久不愿离去。

栀栀子子花花开开
□□刘刘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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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佩戴党徽， 面对党旗庄
严宣誓时， 铿锵有力的誓词激荡
着我的心脉。 鲜红的党旗和我记
忆中的红色牌匾辉映在一起， 闪
耀着光芒， 引领我不断向前 。

从我记事起， 就看到姥姥家
堂门上悬挂着 “光荣之家” 的牌
匾 。 后来听姥姥和其他亲戚说
起， 知道了牌匾的来历。 姥爷在
抗战中英勇牺牲， 全国解放后被
追认为烈士。

姥爷1943年当兵的时候， 是
三个孩子的父亲。 在延庆县城一

个铺子里做酱油醋， 在当时是收
入稳定的小康之家。 但因为抗击
日寇， 姥爷舍弃谋生的职业、温
暖的家庭、年轻的妻子、幼小的孩
子，毅然参军，在河北怀来、北京
延庆海陀山一带辗转打游击。

参军的几年中， 虽然离家百
十里地， 但只回来过一次。 那还
是他的母亲， 即我的太姥姥去世
时回来的， 那也是家里人见他的
最后一面。 我最小的舅舅常年见
不到父亲， 因为想念父亲， 哭得
喉咙里起了疙瘩， 囿于医疗条件

落后， 最后不幸夭折。
姥爷为人正直、 作战勇猛，

很快当上了连长， 并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在延庆玉皇庙的一次阻
击战中， 姥爷带领战友打退了敌
人的几次进攻。 他冲锋在前， 不
幸中弹， 牺牲在家乡的热土上。

我仿佛看到， 战火纷飞中，
日寇挥舞着大刀奔向山头， 姥爷
和几个战友投出一颗颗手榴弹。
手榴弹带着呼啸声， 更是带着热
血男儿的满腔仇恨在日寇中开了
花， 小鬼子随着火光被炸飞。 如

今到过玉皇山的人都能看到石头
上到处都是弹片的印痕， 那当中
就有姥爷抗战留下的荣光！

姥爷和战友们用生命换来那
次战斗的胜利， 一腔热血洒向巍
巍海陀山。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
须马革裹尸还”。姥爷作为一名军
人、 一名党员， 他为国捐躯的英
雄事迹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当我参加工作后， 递交入党
申请书的时候， 党组织问我为什
么入党？ 我毫不犹豫地说， 我要
继承姥爷的遗志， 把热爱祖国、

勇于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
形式上的入党只有一次， 行

动上的入党在每时每刻。
我在工作之余， 多次去延庆

红色第一村———沙塘沟， 采写抗
战老兵、 老党员的事迹， 让我感
受着像姥爷一样的共产党员矢志
不渝坚守初心的赤诚； 翻山越岭
察看藏粮洞 、 消息树等战争遗
址， 体验枪林弹雨中， 军民的鱼
水情深。 我采写的红色故事， 编
入 《海陀魂》 一书中， 让红色精
神永远绽放光芒。

红红色色闪闪耀耀光光芒芒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雨，
在饱经沧桑中深刻地改变着中国
的家国命运， 并以其辉煌的历史
成就， 书写出崭新的篇章。 党史
学者黄明哲的 《大党伟力： 百年
大党何以风华正茂》， 从中国共
产党何以能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
民， 取得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
开放、 新时代新征程伟大奇迹入
手， 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不辱
使命完成历史重任的根本原因。

作者在前言中指出， 中国共
产党之所以从建立之初50多人的
小党， 经过百年的锤炼， 发展到
如今9000多万名党员， 成为世界
第一大党； 并且通过70多年的不
懈奋斗， 把昔日一穷二白的旧中
国， 建设成国富民强的美丽新中
国。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
党始终葆有一种强大的信仰力
量。 正是这种伟力， 凝聚起了华
夏儿女砥砺前行的拼搏之心、 奋
斗之志， 从而， 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 才创造出一系
列翻天覆地的惊天伟业。 黄明哲
把这种伟力归结为十二种力量，
即坚守初心的意志力、 理想信念
的精神力、 人民至上的感召力、
民主集中的组织力、 道德高尚的
品格力、 自我革命的免疫力、 本
领恐慌的学习力、 作风优良的感
染力、 钢铁纪律的约束力、 担负
使命的奋斗力、 守正出新的创造
力、 兴国之魂的文化力。 接着，
全书依次论述了坚守这十二种伟
力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 指
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 就义

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把 “人民的
利益” 鲜明地写在旗帜上。

回顾峥嵘的百年历史， 作者
深刻地指出，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
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 带领全
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走向
幸福，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就是
因为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
导下， 明确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
斗目标， 确立了使中华民族繁荣
昌盛、 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理想
和信念。迎着困难前进，在战胜困
难中实现和完成自己的精神成
长， 是我们党的显著特征和鲜明
标志。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我党
先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
神、 延安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等
一系列彰显党性、体现民族气质、
反映时代要求、 凝聚各方力量的
精神品质，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汇聚起了众志成城的向上力量，
不断激励着人们克服前进道路上
的一个个困难， 最终赢来了迈向
新时代走向新征程的新局面。

总结党的百年历史， 作者认
为， 这十二种精神既血脉相通，
又彼此相辅相成， 它们以磅礴的
时代正能量， 提振了我们的民族
自信心和向心力， 这也为中国共
产党 “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的执

政理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历史雄辩地说明， “人民至上的
感召力” 是十二种精神力量的动
力之源， 也是我党治国理政中的
核心要义。 继往开来， 无论是战
争年代 “半条棉被” 暖人心， 还
是和平时期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
兄弟” 的鼎力相助， 党都把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宗旨， 当
成一切工作的重心和落脚点。 作
者进一步剖析说， 即便在改革开
放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形势下，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能把祖国
和人民的利益置于第一位。 人民
满意不满意、 赞成不赞成、 答应
不答应， 不仅成了党开展群众工
作的出发点， 而且， 也成了广大
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指针。
因为坚持最广大意义上的人民
性， 中国共产党才能赢得最广泛
的民心， 从而确保了各项事业的
最终胜利。

通观全书， 语言生动、 立意
高远， 既讲鲜活的党史， 又向大
众诠释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大势
完成历史重任的根本原因。 情理
交融中不时洋溢着真理的光辉，
朴实无华的叙写彰显出对党的诚
挚之爱。 这是一堂意蕴深邃的党
史教育课， 入脑入心中， 也赋予
了我们更多的精神助益。

□刘昌宇———读 《大党伟力： 百年大党何以风华正茂》

强大的信仰力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多举措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检查
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农业
农村局等五部门关于开展农村假
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行动的工作
要求，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聚焦重
点区域、 重点场所、 重点品类，
以问题为导向， 围绕重点违法违
规行为， 采取多项举措， 集中力
量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消除农村
食品安全隐患， 提升农村食品安
全水平， 助力丰台区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

强化组织领导， 发挥职能作
用。 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丰
台区公安分局、 丰台区农业农村
局等成立区级工作专班。 丰台区

市场监管局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
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行动的通
知， 明确了全局各相关部门的任
务分工。

开展涉嫌假冒伪劣食品的广
告监测。 借助24×7技术监测+人
工监测模式， 对辖区传统媒介广
告和互联网广告进行AI监测， 元
旦以来暂未发现面向农村的假冒
伪劣食品广告。

防假冒重质量， 开展全面摸
底检查。 对辖区生产企业的生产
行为开展全面排查， 核实企业信
息、 生产状况、 产品情况等相关
信息， 对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行为
开展 “八查” 工作， 一查是否存

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 二查
是否存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 三查是否存在生产经营
过期食品； 四查是否存在生产经
营宣称特殊功能的普通食品； 五
查是否存在生产经营未检疫或检
疫不合格肉类； 六查是否存在生
产 “三无” 食品； 七查是否存在
生产经营劣质食品； 八查是否存
在生产经营 “山寨” 或商标侵权
食品。

开展农村地区保健食品检
查。 重点核实经营主体的供货商
资质、 索证索票和产品包装标识
等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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