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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
在荷花盛开的南湖
一艘红船载着十三人
他们无心欣赏湖光水景
而用五湖四海的乡音
争论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
在稿纸上，规划未来的港口和吨位

船舱坐着一位湖南后生，28岁
他身材伟岸、脸型英俊
曾挥臂自豪击水三千里
用激扬的毛笔。点燃满山红叶
现在他用整理北大图书馆的双手
仔细地整理着未来的航程

航行注定充满黑夜和风险
十三个人就像十三名水手
有人中途上岸
有人故意落水
但有被惊涛骇浪洗涤的生命
仍顽强攥着断裂的航程

那个湖南后生
始终沉着掌舵
他坚强升起信念的风帆
成为浊浪滔天的时代，最振奋的风景

事实这船也伤痕累累
闪电。沼泽。
随时遭遇搁浅和触礁的命运
是您！一次次用开天辟地的大手
将航船从风浪的漩涡中挽起
抢渡乌江，四渡赤水不过是潇洒的

一笔
当您轻松地跳下羊皮筏子
号子已唱响黄河。星火澎湃陕北
回望铁索寒的大渡桥头
即将盘旋春天的燕语
而百万雄师渡大江
春花瞬间便染红整个中国

如今，您掌舵的大手已凝聚千百万
铁锤

您的思想已闪成一座灯塔
面对新世纪的惊涛
——这艘红船
又承载14亿进取的手臂
劈风斩浪、穿江达海
以锐不可当的正能量

谱写中国梦的壮丽航程

伟人的手
伟人的手。是双
求索的手
在岳麓山的某块石上
您又捧起中国这本大书
在湘江北逝的呜咽中
思绪的火焰，引燃满山枫叶

伟人的手。是双
寻找的手
不管是翻线装的《资治通鉴》
还是挟去安源的纸伞
雨中穿过康有为陈独秀……终于
在上海的某个印刷车间
您与一本马克思
激动地握手

伟人的手。还是双
闲逸的手
在声咽的喇叭声碎的马蹄中
将一颗颗冷弹捻成战地黄花
猛地打马。在离天三尺三处
将二万五千里挥成一道彩虹

伟人的手。更是
千古盖世的手
卷席般将敌军卷起入袖
1945 您双手猛地一抖
将日本法西斯掀出中国版图

在延安的某个窑洞
伟人伸出慈祥的手
用火柴棒挑亮秋夜的灯盏
——中国提前感受温暖
在天安门城楼
伟人向世界挥手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历史铭记这个镜头
在挥手之间 我们建设新的神州！

书法家毛泽东
早年，他以岳麓山为笔
饱蘸澎湃的湘江水
以欧阳询颜真卿为体
将艰深的《资治通鉴》
和拗口的马列主义
抒写成老百姓都认得的方块字

后来，他得怀素和二王真传
笔锋像求索的脚步
挺进在960万平方的宣纸上
将冷弹提成黄花
将荒草捺成星火
一气呵成大半个中国
二万五千里不过是他字帖中一个潇

洒的回锋
1945，他大笔一挥
雪便弥漫干渴的北国
1949，他大手一挥
百万战舟便冲出笔锋
他从不以书家自许
但却改写了历史
天安门上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条幅
成为书坛别致的
——毛体！

南泥湾
1941年以前的
南泥湾。春天从未来过
只有杂草沙石出没
宛若饥肠辘辘的延安
长不出 一粒食物

这时。一支打补丁的
队伍开来。他们用
扣扳机扔手榴的手
挥舞铁锹。犁铧与锄头
与南泥湾火拼着新的战斗
流血流汗的手臂，令冬天感动

……日起。月落。
当来春翻过对面的山梁
发现。南泥湾就像巨大的花篮
被他们，提在衣衫褴褛的手中……
80年后，我在稻穗躬腰大豆摇铃的皖

江北岸
想起那个。陕北的江南
想起它滋养了延安的灯火
让解放区的天空更加晴朗
中国革命也日益丰满健壮。如今
一支民歌就像南泥湾的瓜果甜润了

亿万人
就想起高耸南泥湾上，一代伟人
豪迈的张口——八字真言镌刻中国

的心头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中国舵手（组诗四首）

蒋华

七月的热情
像一团火
燃烧着整个华夏大地
一艘红船承载着民族的希望
在嘉兴的南湖上
扬帆 起航

红色就是生机
红色就是力量
镶嵌在红色里的锤头和镰刀
以“砸碎旧世界，收获新希望”的姿势
让黑夜从此不再黑暗
让白天更加明亮

战火纷争的岁月
红是生死集结的号角
是生命忠诚的印记
是崇高的信仰
更是烈士用热血托起的
民族 脊梁

高高举起的红
像茫茫大海里的灯塔
从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
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一直到抗美援朝打过鸭绿江
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
就有红色的旗帜
高高 飘扬

太阳一样的红啊
温暖着祖国每一寸地方
红色与锤子镰刀交相辉映成一个
伟大的梦想
中华民族要在世界的舞台上
挺起高贵的胸膛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战斗的号角再次吹响
于是
和平建业，改革开放
一幅幅宏伟蓝图
绽放着世纪的芬芳
亚运会、奥运会
彰显出国家的实力和富强

“神舟”登月，“北斗导航”
看科技腾飞
令世界仰望

脱贫致富奔小康
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砥砺前行的梦想
守信念，初心不忘
南海北疆，地下天上
每一寸山河都呈现出勃勃生机的
红光

庚子抗疫
党中央一声号令
党员冲锋在前，生命至上
前赴后继，全副武装
这就是
红船精神传递的
永恒力量

盛世同欢，群心向党
七月的红唱响百年的歌
红星闪耀，红歌嘹亮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
我们走在复兴中国梦的大路上
用最美的诗行
颂写着中华民族腾飞的
百年辉煌

烈山位于淮北市主城区南
部，是一片红色的土地。烈山的
发展始终与党的历史紧密相
连。在党旗的引领下，烈山人民
创造了丰厚的红色文化，红色成
为烈山最亮的底色，为建设新阶
段现代化美丽烈山提供不竭动
力。

烈山煤矿的峥嵘岁月
烈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建立较早
的地区之一，革命活动起步较
早。尤其是烈山煤矿，发生了许
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涌现出
许多革命历史人物。烈山煤矿
的革命斗争史是淮北地区革命
斗争史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

1925年—1926年，是烈山煤
矿生产经营的兴盛期，但各种矛
盾也日渐突出，以刘玉壁、梁文
焕、赵皖江为首的共产党人在矿
山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罢
工，向矿方提出合理要求。1924
年7月，共产党员朱务平、徐凤笑
在临涣镇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临涣支部（1925年2月改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临涣支部，
团员10人，其中有烈山矿矿工）。

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
半年，中共党员王香圃（烈山区
古饶镇半峭社区乔店孜人）先后
介绍梁文焕、赵承科等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7年8月，梁文焕等
人组建了中共烈山煤矿特别支
部，梁文焕任书记，有党员 4
名。到 1928 年 10 月之前，中共
烈山煤矿特别支部先后属中共
宿县临时委员会、中共宿县县委
领导。1928 年 10 月，中共徐海
蚌特委成立以后，中共烈山煤矿
特别支部划归其领导。1929 年
6月，中共徐海蚌特委遭破坏后，
烈山煤矿特别支部仍归中共宿
县县委领导。后徐海蚌特委重
新建立又将烈山煤矿特别支部
划归特委领导。1930年3月，梁
文焕牺牲后，赵皖江任中共烈山
煤矿特别支部书记。后，中共濉
溪中心区委书记李时庄兼烈山
煤矿特别支部书记。

自从烈山煤矿有了党组织，
烈山煤矿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揭
开了烈山煤矿历史的崭新一
页。此后，烈山人民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写下了波澜壮阔的革
命史诗。

草庙的红色记忆
初识草庙，天下着小雨。在

去草庙的路上，听说草庙是“淮
海战役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旧
址”。打开手机搜索一下，草庙
村位于古饶镇南约1公里处，是
拥有3000多人口的大村。旧址
在村东北部，是张姓地主的院
子，坐北朝南，砖木建成。周围
树木茂盛，有围壕相护，易守难
攻，相对隐蔽，是淮海战役第二
阶段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主要驻
地之一。

红色草庙，是淮北市党员干
部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草庙
的红色记忆历久弥新。到了草
庙，见到两处三间西厢房，青砖
青瓦，木质结构。推开房门，看

到手绘指挥部旧址示意图，墙上
的一张张照片，仿佛带我们回到
那个战争年代。

1948年12月2日，淮海战役
总前委委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
员、代政委粟裕，率领华东野战
军指挥部从宿县时村以西大张
家，进至今烈山区古饶镇草庙
(时称草庙圩子)，时任华东野战
军指挥部作战股副股长的秦叔
瑾在日记中记载:“2 日，野指进
至宿县西北之草庙圩子指挥”。
至12月4日拂晓，华野指挥部指
挥各路追击部队，连日奔袭，终
于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在永
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

草庙村东有一口自然竖井，
水清如镜，常年不涸，甘甜可口，
沁人心脾。当地群众称作“连心
井”，寓意党群心连心，军民心连
心。“连心井”的红色故事至今在
当地流传。

1948年12月2日至5日，粟
裕将军率领华东野战军，参加淮
海战役时，在此居住三天三夜，
将士、马匹以及伤员清洗伤口，
都是使用的草庙甜井水。同时，
战士们从井里打出一担担甜水，
往各家各户送，军民团结如一
人。为防敌人投毒，水井旁日夜
有战士站岗放哨，战士们与村民
互相交谈，军民鱼水，笑声一片。

从草庙返回时，天已放晴。
车内很安静，大家都不说话，不
知心里想些什么。历史就是这
样，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

“四眼井”的奋斗篇章
“四眼井”在烈山镇榴园村，

来此多次。
5月初，单位组织党员到“四

眼井”开展红色教育。在“四眼
井”旁，村干部介绍“四眼井”来
历，讲解当地的干部为解决群众
吃水难的问题，带领村民艰难曲
折的打井故事。榴园村在山区，
地势高，吃水困难。1951年，党
员禹大林等人带领村民，用双手、
铁锤，苦干加实干，整整用了一年
多时间，打出了这口水井。为方
便群众取水，在大石头上凿出四
个“井眼”，故称“四眼井”。“四眼
井”改变了老百姓的生活，给老百
姓带来希望，好日子有了奔头。
当地群众在水井旁刻碑“饮水思
源”以传后人，以感党恩。

“四眼井”纪念馆内，麻绳、
钢钎、铁锤……馆内诸多带有历
史印记的“老物件”，再现了当年
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打井的过程。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这
段奋斗历史为我们留下“四眼
井”，更为我们留下“四眼井精
神”。奋斗拼搏成为烈山人民的
精神基因。如今，榴园村成为全
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四季
榴园”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党员带头，干群一心，榴园
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将会迈
出坚实的步伐。

红色烈山，美景如画；红色
故事，初心如磐。

在革命、战争和建设时期，
烈山大地上孕育形成的红色基
因，在新时代一定会发出耀眼的
光芒！

有一种声音，是醒起来
黑暗中的呐喊撕破黎明前长空
修远求索的车轮
有所不为亦必有所为
敢教日月换新天

有一种声音，是站起来
28年的不屈不挠照亮东方天空
艰苦绝卓的笔锋
一撇一捺都铿锵有力
东方红张开臂弯

有一种声音，是富起来
南海小渔村的灯光点亮特区沿海
永不服输的拓荒牛
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春天的故事把神州吹暖

有一种声音，是强起来
一带一路的繁荣扩大着朋友圈
世纪之梦巨龙正腾飞
神州飞船蛟龙探海贺百年风华
青春力量正将复兴之路点燃

一面鲜艳红旗上，绘制着锤头与
镰刀，红色代表着革命先烈，用鲜血换
来了今天的幸福成果。

锤头与镰刀代表着，党把人民的利
益放最高！锤镰上那炫丽的金黄色，象
征着敬爱的党带领人民不断向着光明
奔跑！

这就是我们的党旗，她始终在引领
着中国！

没有共产党引导，当年南湖的小船
怎么破浪扬波？没有共产党领路，两万
五千里长征中怎么能把雪山草地通过？

没有共产党领导，怎么能把雪山草
地通过？

没有共产领导，怎么能把旧世界打
破？

没有共产党描绘，怎么会有今天的
万里锦绣，如画山河？

艰苦艰难的岁月，党就像一团火。
是她把民心温暖，牵手亿万人民，奋力走
出黑暗和漩涡，把中国带上康庄大道！

中国的沧桑巨变是共产党领导的
功劳，是她让国家巍然耸立，是她让人
民倍感自豪！

中国的迅速崛起，令全世界刮目相
瞧！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全世界知道
了：什么是飞跃！

新时代蓬勃的中国，又一次吹响了
奋进的号角！

中国的“一带一路”，让全世界为之
骄傲！是当代共产党书写的，又一华彩
浓墨！

在这红色的七月，我们要深情地放
歌，把心中最美的歌声唱给敬爱的党，
把心中真情的话语，对着亲爱的党说，
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七十年代轰动一时的电影《闪闪的
红星》里，潘冬子有句台词说：“我是党
的儿子”。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共产
党员，所以他一颗稚嫩的童心里，便油
然地怀有对党、对爸爸妈妈的崇拜和荣
光的自豪感。

我父亲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
党员了，我也是党的儿子。他在2015年
领取的党和国家为抗战老干部颁发的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在他去世
后不久，被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带回到
了我的身边珍藏至今。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百年。在一系列庆祝活动中，其中有一
项是为在党50周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
章。我于1969年春天当兵入伍，半年后
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屈指算来，
我已经拥有52年的党龄了。我这次能
获得一枚很有纪念意义的纪念章，我的
思绪总会不由得飘逸到当年我入党时
的情景来——

因为从小就受到父亲对我的传统
教育熏染，便使我始终对党怀着无限的
崇拜和热爱之情。特别是入伍后，父亲
经常来信跟我说，你是革命的后代，你
要听党的话，在部队好好地服役，争取
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合格的革
命事业接班人。

新兵连的集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
团部警卫排；到了警卫排不久，我又被
分配到了驾驶班。驾驶员需要集训，于

是，我又重新回到了团部的集训队。汽
车教练队的领导已经不是原来新兵连
的军官了，而是换成了技术过硬的驾驶
员出身的军官。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季
元府不仅汽车技术过硬，而且还有一套
过硬的政治工作本领。其中，他要求学
员们在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念一篇
自己写的小稿件，以锻炼战士们的思维
能力和融入观念。虽是这样要求，那些
文化不高的战士，总是很难做到。而
我，每顿饭吃饭前在餐厅里，我都会声
情并茂地念我写的稿子，时间长了，季
指导员便对我有了印象。

之后，如果收音机里有了重要新闻
的新华社电讯记录稿的预告，他都要把
我叫到他的宿舍帮助他记录，有时往往
忙到深夜。还有，凡是季指导员布置的
所有事情，我都会认真地去做。比如汽
车教练队到了外出实地驾驶的阶段，不
少时间都是为地方上运送货物，自装自
卸，哪怕我再苦再累，从没有一点怨言，
都是圆满地完成了装卸货物的任务。
季指导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为党支
部书记的他，便给我的班长透话说，你
那个班的小汪表现不错，你可以好好地
培养他，让他加入到我们党组织来。

其实，我虽然表现得很好，但是绝
没有表现为了入党的意识，就是一种需
要履行的军人服从天职。不过，入党在
我的心目中也有了隐隐约约的向往，谁
能不想进步呢？

于是，我偷偷写了一份入党申请
书，于当年的七月一日党的生日那天递
交给了兼任党小组长的班长。他喜出望
外地对我说，我正要找你呢，指导员已经
和我说了，你已经具备了党员的条件，我
们准备培养你入党呢。就这样，我入伍
半年多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两个
入党介绍人，一个是季指导员，一个是我
的班长。据说，在一个具有训练性质的
临时单位发展党员，在我前后都没有过。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当年我入党
宣誓时的情景：在发展新党员的党支部
大会上，季指导员把我带到台前，他让
我举起半握着的右手，跟着他面向毛主
席画像，一句一句地跟着他宣誓：“我志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
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
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
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
不叛党。”……

事实上，在入党以后的五十多年
间，我也是按照当年庄严的入党誓词去
做的，蓦然回首，尽管没有做出什么惊
天动地的大事业来，在平凡的岗位上，
也是做到了没忘初衷，竭尽全力为党的
事业奋斗了一生，想到这里，无怨无悔。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
我为我们党一百年来所取得的丰功伟
绩而骄傲，也为我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
党党员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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