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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新一代的西藏青年

学史力行践初心

初心不改 信念弥坚

深印脑海的三幅画卷

□米玛

西藏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里幅员辽
阔，是祖国极为重要的战略屏障。70 年前，西藏
和平解放，开启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迈上了
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
放的新征程。70年来，西藏自治区在党中央的正
确领导下，取得了民主改革之前不敢想象的成就，
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西藏农村家家户户都有
使用冷饮容器的习惯。原先，西藏百姓家庭普遍
使用土罐盛饮品，易碎、沉重、容量小且不易携
带；后来，藏族群众的冷饮容器逐步得到改良，在
保留了原先土罐样式的基础上，材料换成了柔性
强、质量轻的塑料，从此，容器变得容量大、不易
碎且易于携带。大人们干农活时盛青稞酒，小孩
子放牛时盛茶水，大家对这个容器满是喜爱。长
大后才知道，这个改良后的容器原来是党中央持
续援藏机制的成果之一。小小的容器承载了党
关心西藏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承载了我童年对
党的温暖回忆，盛满了党中央对西藏人民的关
怀。

2004 年 7 月的一天，我正跟表哥在拉萨河边
放牛，我把外套套在头上遮阳，望着连绵的高山、

红红的太阳和焦急的蝼蚁。忽然，一阵摩托车发
动机轰鸣声传来，是我们小学副校长拉巴老师。
远远地就听到他在喊：“小子，你考上了！考上
了！”是的，我考上了内地西藏班——重庆西藏中
学。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为更好地培养西藏社
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才，顺应时代发展需求，
承袭异地办学传统，自 1985年起在内地为西藏办
学。感恩于党的好政策，在重庆的 7年时间里，我
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并在课余时间多次参观“渣
滓洞”“白公馆”等地，在一次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
党性教育中，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像一束
小小的火苗在我的心中点燃。

2011年 7月，我圆满结束了高中学习，怀揣着
对祖国首都的向往，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央财经大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投资学专业。等待录取结
果的时光是漫长而忐忑的。当乡邮员冒着大雨、
在浑身湿透的情况下把裹着几层塑料袋的录取通
知书送到我手上时，我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泪
水。感党恩，跟党走，在中央财经大学就读时，我
积极地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并于
次年 7 月参加了党校集中学习，向党更靠近了一
步。

从小，我就觉得中国邮政很是亲切。2015年
7月，大学毕业后，我义无反顾地向西藏自治区邮

政校招处投了简历。当面试官问我：“你 11 岁开
始在重庆，后来又在北京上大学，11年都在内地，
为什么还回西藏工作？”我说：“我要向‘藏族雄鹰’
龚曲此里那样知恩图报、要把毕生献给党的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要为藏区的发展稳定作贡献，为家
乡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这是我们新一代西藏青
年新时代的心愿和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上指出，西藏实现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是对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贡献。我们邮政人也始终坚
持“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为西藏、为全国
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 2020 年 10
月，我有幸被借调到集团公司金融业务部工作后，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机会。通过参加拍摄庆祝
建党 100周年 MV，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学习其美
多吉、尼玛拉姆等藏族同胞优秀党员的事迹，拓宽
了自己的视野，更让我从集团总部视角认识到西
藏与其他兄弟省份差距依然巨大，尤其是西藏代
理金融风险合规工作提升仍有很大的空间，西藏
代理金融业务的问题亟待解决。我深知自己肩上
的重任。我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无旁贷的
使命感，只争朝夕加快学习、投入工作，主动担当
画好西藏发展稳定“同心圆”的光荣使命，为藏区
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张佳

他曾目睹过侵略者践踏家园，看见过敌人的刺刀闪着寒
光。17 岁时，他满怀一腔热血，加入了抗美援朝战争。他就是
我的爷爷，生于战争年代，是一名老兵，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
员。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只有 7 岁，犹记得他在弥留之际手里还
紧紧攥着党徽，面容安详，眼底闪耀着最后一丝亮光。当时的
我并不懂他的这份信仰，却记住了爷爷生前的口头禅：“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这是我对党最初的认识。

东湖梅岭别墅位于武汉东湖北岸的小山上，是东湖宾馆
中一座单层庭式建筑，古朴坚实，掩映在绿树丛中。从 1953 年
2 月至 1974 年 I0 月，毛主席每到武汉均下榻于此。2012 年，我
在大学毕业那一天，前往东湖毛泽东故居陈列馆教育基地参
观缅怀。那里有太多珍贵资料,毛主席对一度电、一尺布的节
约以及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情怀，都让人深受教育和鼓舞。当
我看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旗
帜上的照片，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我懂得了什么
叫“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一路
走到今天，铸就百年辉煌事业，靠的就是矢志不渝的理想、坚
若磐石的信念。这加深了我对党的理解，我由此立下了争取早
日入党的决心。

2020 年春节，随着新冠肺炎病毒的蔓延，疫情袭来。作为
一名异地借调员工，往年的正月初六下午，我便会踏上返岗的
路途。2020年正月初六、十五、二十，在连续三次延期复工的指
挥令下，我想到了单位小区中的孤寡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下
单解决日常生活所需，就再也坐不住了，紧急联络了县城—市
区的邮车，当天下午便拖上行李箱返岗。抵达黄冈市区的第一
件事就是返回市邮政分公司办理通行证。2 月 13 日，我到社区
参加志愿采购工作，与社区的志愿者一道，把各类紧急物资送
到每一位小区居民手中，努力解决小区内孤寡老人各类生活物
资问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岁华诞，也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第 10 个年头。入党时，我在鲜艳党旗下庄严宣誓的情景，到
现在依然历历在目。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必将铭记历史，
坚定理想信念，弘扬革命奋斗精神；心怀对党的热爱、对责任的
担当，时刻铭记践行宗旨，坚守初心，不懈奋斗。

□张明凯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那是 5月的一天傍晚，初
夏的风微凉，我推开家门，《唱支山歌给党听》悦耳的旋律充盈满屋。母
亲迎上来笑着对我说，她们精心准备的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就要代
表社区参加庆祝建党 100周年歌舞比赛了。看着母亲那张充满自豪且
焕发神采的面庞，听着那段动人的旋律，与党有关的记忆涌上心头……

初心萌动：党员最光荣

小时候，躺在外婆的怀里，听得最多的就是外公参军入伍和入党的
故事。外公参军后，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战争结束后转业回到农村。因为外公是当时村里仅有的几名党员之
一，外婆每次出门都能感受到乡亲们的羡慕和热情。不过，外公对过往
抗美援朝的经历甚少提及，每天默默地为村里的事务、家里的农活忙前
忙后。乡里有修建水库、防汛抗旱、架桥修路、捐款救灾等活动和需要，
他都第一个冲在前头，用实际行动默默践行党员义务和责任。

我的爷爷、父亲也是党员，他们都是防汛抗旱干部。我出生以前，
爷爷在下乡防汛途中因交通事故去世。父亲子承父业后，心里装的永
远是“党旗飘在一线、堡垒筑在一线、党员冲在一线”，每当江南梅雨季
节，降雨连绵不断、洪水泛滥成灾的时候，我是见不到父亲的。只有通
过他出发前对母亲的叮咛和嘱咐，才知道他不是去防汛指挥部、就是到
河堤上去了。每次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母亲都紧皱眉头，为在前线的
父亲担心不已。这种担心持续了几十年，直到父亲退休后才完全放下
心来。

上学以后，每当我在信息采集表上“家庭成员情况”一栏填写爷爷、
外公、爸爸是党员时，内心就浮现出他们在滂沱大雨中冲锋在前、扛责
在肩的形象，这种光辉形象是低调无言但又深沉浓烈的，是党员宗旨转
化而来的朴素特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当心中浮现出这种形
象，我都发自内心地感到自豪：党员最光荣！

真心感受：成就最非凡

我的老家在华南地区的丘陵地带，是真正的山沟农村。近年来，通
过不间断的回乡之旅，我真真切切通过农村的巨大变化感受到了党的
伟大。以前，高山绿树中掩映的农村，纵然风景很美，但交通与通信极
为不便。就是这样无数个散落在大山、丘陵、盆地里的村子，通过发展，
现在都达到了村村通网、村村通路；从低矮破旧的小土坯房、茅草房变
成了一栋栋漂亮的小楼房；从挑水、烧柴到喝上自来水、用上天然气；从
鳏寡孤独无所依、无所养到村里帮扶、建设老年食堂、提供免费伙食。

每次回到村里，感觉乡亲们的生活比城市更幸福，家家住着大房
子，家中电器一应俱全，院前菜地，院后果树，乡亲们笑容满面、心满意
足聊着的曾经家长里短的话题，都变成了“山东”海试、“嫦娥”探月、“蛟龙”入海、

“神舟”升空等中国制造、中国速度之类高大上的话题……通过这些点点滴滴，我真
正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忠心追随：奋斗最幸福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使命，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担当。100年前，一群新青年苦苦
探寻民族复兴的道路；100年来，一代代青年人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
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更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以梦为马，以
汗为泉，不忘初心，不负韶华！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我母亲参加的老年舞蹈团队，经过
几个月的艰苦训练，代表社区拿到了不错的名次，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向党献礼。我
也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心用情尽好责，全心全意办实事，用贴心、暖心、热心的服务锤
炼初心使命，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汪俊峰

读史明智，鉴往知来。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党史
就是最好的“营养剂”。我们不仅要深
入学习百年党史，更应从中汲取强大
的精神力量，在本职岗位和日常工作
中，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展
现担当作为。

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伍转业军人，
在我小时候，经常听他讲部队的故事，
那些经历是他一生的荣光。他不是党
员，入党于他而言是神圣的向往，但终
未如愿。我是 2002年入党的，当时单
位开展家庭人员政审调查，父亲得知
消息，激动不已，甚感欣慰。在进行入
党谈话时，组织上问我的入党动机是
什么。我没有过多思考，只觉得应该
像父辈一样，甘于奉献，坚守初心，矢
志不渝。

入党 19 年来，我从青涩走向成

熟，深感党员不是一个简单的“符
号”，而是“先进性”的代表，要体现责
任与担当。如今，我成为了一名党务
工作者。我时刻告诫自己，要甘为人
梯，做坚固的阶石，弘扬和传承党的优
良作风，使自己成为“接力棒”。要锤
炼党性，提高涵养和品德，提升本领能
力，多做实事，勇做难事，敢于创新，要
立足“小岗位”，展现“大情怀”，在新时
代新征程中奋发有为。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我们邮政
系统有许多红色故事，其中的精神需
要我们薪火相传，如“忠贞不渝、使命
必达”的红色战邮精神。2015 年，中
邮保险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 播撒中
邮情”主题公益活动，我有机会参与了
慰问老红军活动，深入接触到老一辈
的邮政人，从他们身上真实体会到了
红色战邮精神。

其中，有一位老红军让我印象深
刻。他叫瞿勇飞，1922 年 7 月出生，

1939年 7 月参加革命工作，1983年 12
月离休。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莱芜
战役、渡江战役等，跟随通信部队先后
转战山东、南京、昆山、上海等地；解放
后因机构调整，他先后在安徽省委机
要交通局、安徽省邮电局机要局等单
位工作。瞿老生活在一室一厅的老房
子里，房屋虽然老旧，但干净整洁。在
得知我们的来意后，瞿老拿出了珍藏
多年的军功章及证书。从他娓娓道来
的叙述中，我们获悉，瞿老在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转战大江南
北，在生死线上保障军队机要通信，护
送地下党人员转移，为抗战胜利立下
过汗马功劳。

我曾将这段经历写成一篇报道，
被《金融时报》刊载。该报记者打电话
让我谈体会，我说：“从瞿勇飞等老一
辈红军战士身上，我感受到了他们对
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忠诚、坚定的信
念。作为新时代的保险人，我们需要

“用保险传递爱与责任”的方式去继承
和发扬这些精神，把宝贵的精神财富
变成推动保险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
当前，我们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
们绝不能只当旁观者，而是要找到学
习的榜样、行动的标杆、奋斗的目标，
以实际的行动传承红色精神，让这些
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
的光芒，传递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历史总是要前
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
者、懈怠者、软弱者。回顾历史，中国共
产党历经百年奋斗，谱写了辉煌的历史
篇章。展望未来，进入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
每一位党员都应自觉地学习党史，不断

“补课”“充电”“加油”，团结和汇聚起强
大的精神力量，学史力行，接续奋斗，提
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能力，化解和
打破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障碍，争做无
愧于时代的共产党人。

□方洁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小时候，外
公最喜欢抱着我坐在他的腿上，耐心
地教我哼唱这首歌。那时，我好奇地
问外公：“什么是共产党？”外公笑了
笑，摸着我的头告诉我，他曾是抗美援
朝战争中的一名老革命，是一名光荣
的共产党员。正是从那时起，他便经
常跟我讲述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有
振奋人心的平型关大捷、辽沈战役、渡
江战役，有革命先烈们悲壮的英勇事
迹……每讲一个故事，外公总会语重
心长地说：“孩子，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的。你要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

第一幅画，是在我戴上鲜艳的红
领巾、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时，我见证
了学校从老旧破败的土砖矮墙变成了
宽敞明亮的红砖教室，见证了 9 年义
务制教育的实行，见证了身为农民的
父辈们从每年交公粮到后来的每年领
取农业种植补贴，见证了家门前的马
路从泥泞不堪到如今的平坦宽敞，完
全 实 现 了 水 泥 马 路 家 家 入 户 的 愿
景……我们的生活在党的带领下逐步
奔向了小康。

第二幅画，是我已经是一名共青
团员时，在电视中见到 2008年四川汶
川地震后断壁残垣的救灾现场，到处

都能看见党员的身影。成千上万名官
兵闻令出征，各地医护人员被抽调到
汶川开展救助，全国各地物资有序地
紧急输送，各地慈善捐款温情满满纷
纷寄到汶川。

第三幅画，是在同新冠肺炎疫情
的殊死较量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放在第一位。各级党组织、党员、志愿
者奋勇在先、坚守一线，全国各地的白
衣天使逆行出征，义无反顾地冲在抗
疫最前端。身为邮储银行的一名员
工，我更是深深感受到了企业的责任
担当。我所在的企业通过开辟信贷绿
色通道、快审快贷、利率优惠、延期还
本付息、无还本续贷等一系列金融保

障措施，一心只为助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为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保持经
济稳定提供了巨大的金融支撑。

无论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还是
汶川地震、抗疫防疫的攻坚克难，我们
看到了中国力量的勇毅前行，这充分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宗
旨。作为一名邮储银行的员工,在看
到国家的强大、企业的担当后，我更加
坚定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我郑
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
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发扬老一辈共产
党员的精神，树大志、葆激情，努力提
升自己，争取成为一名照亮更多人的
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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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全来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 1921年到 2021年，一代又
一代的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历经无数次的考
验，带领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的故事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历久弥
新、光芒耀眼。在我的耳顺之年，赶上了党的百年华诞，回顾自己入党 30多
年的点点滴滴，也想讲一讲我的入党故事。

刚刚参加工作时，父母经常嘱咐我：“听领导的话，好好工作。勤快点，
多学习，早日入党，争当模范。”时至今日，已经百岁的父亲依然还在叮嘱我：

“做了共产党员，要当模范、当榜样。”父亲的教导，是生怕我辜负了党员的称
号。

1985年 5月，我调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乌日根塔拉邮电所担任
主任时，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在党组织的关怀和教育下，我努力奋
斗、踏实工作，不断成长。我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积极向党组织汇
报思想，时时、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走在前、作表率。我所在的乌日根塔
拉邮电所，结合牧区实际，率先开通了“代接代办叫人电话”业务，无论是晚
上还是在抗灾保畜期间，都能保证电话及时接通。我们的服务得到了当地
政府的表扬和农牧民的一致认可，我因此获得了“1990年全区合理化建议
技术改进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1990年 8月 19日，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至今日，我依然难忘
站在党旗下宣誓的激动心情。记得在入党宣誓仪式上，我面对鲜红的党旗，
在领誓人贾舂阳同志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地宣誓。当时，不知道是紧张
还是激动，我全身发麻，声音颤抖。但我的拳头越握越紧，那一刻我知道，我
的肩上有了一份责任。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入党介绍人对我说的话：

“要明确入党目的，端正入党动机，入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一定要从思想上
入党，不能入党前加把劲，入党后松口气。”我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几十年
来时刻提醒自己，要主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30多年来，我先后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和联合党支部书记，
被授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区优秀支局长”“全
旗劳动模范”“全盟邮政先进个人”“全盟邮政优秀通讯员”等荣誉称号，并当
选巴彦舒图镇、乌日根塔拉镇、苏尼特右旗等地的人大、政协代表。

这些年一路走来，有辛酸、有烦恼、有难忘、有欣喜、有感动、更有收获。
我始终坚守着入党时的那份初心，即使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