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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庄关通（新泾镇“初心说”讲师团
成员）

2021 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
作为 9514.8 万党员中的一员，我在
键盘上敲击下文字，回顾自己退休
后的幸福生活，以自己的经历向党
汇报，以期更好地听党话跟党走。
2002年 1月，我从江苏吴江的

学校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随后我
与老伴一道来沪照料孙女，尽享天
伦之乐。初到上海，我人生地不熟，
居住条件变了，周遭环境变了，交往
人群变了；而且，随着年岁增添，疾
病也来叨扰，两次住院动手术……
这个变那个变，然而我的精神面貌、
处世原则、性格作风却都没有变。
严格律己，我没变。我是一名中

国共产党员，这些年来我牢记着这
些原则：我是党员，要起模范作用；
我是教师，必须为人师表；坚持学而

不厌、助人不倦。
服从安排，我没变。我户口在吴

江，养老金由吴江发，而我的党组织
关系转到长宁区新泾镇后，这里党
和政府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担
任“五老”志愿者；踊跃参加老龄问
题理论研讨组，每年撰写论文；加入
镇宣讲团，撰写讲稿，给居民区党员
上党课；在家庭志愿服务工作室，我
总结家教经验，自编专辑，自印自
送。
学而不厌，我没变。这些年，每

天为家人准备早餐时，我养成了收
听收看上海台早新闻的习惯，这使
我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的城市发展进
步动态；每天坚持阅读的习惯未变，
我经常带着问题找书读，坚持记录
读书笔记，家里缺的书，我便到上海
图书馆看，或到书店购买；杰出的英
雄模范事迹我仔细读，身边的先进
我也虚心学。

勤奋写作，我没变。来沪廿载，
我把所见、所闻、所思、所忆、所疑、
所创悉心化作文字，这个习惯未变，
但变的是我将执笔写作改为敲动键
盘记录，并将过去写下的稿件改为
发博文。我先后在光明网、老小孩
网、新浪网开了博客，近两年还给家
乡的《吴江通》微信公众号发稿。
助人不倦，我没变。几十年的教

师工作生涯让我在语文教学、家庭
教育、应用类文体写作等方面留下
了不少经验。亲朋好友、左邻右里找
我帮帮忙做些事，我乐于尽义务从
不回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
主动关心过两位独居老人，关心他
们的生活。
办事顶真，我没变。例如，我批

改“70·12 悦读班”学生的当场作
文，至少读两遍才写评语，进行个性
化的纸上谈心，少则写百来字，多则
三四百字。再如，我当上“老小孩
网”文传委的志愿者后，有网友多

次要我当他新作的第一读者，在文
字上帮他把把关，我总是挤时间仔
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连标点符号
也毫不忽略。
多思创新，我没变。我引导孙女

较成功，她不参加校外补课也能成
绩优良、全面发展。我在指导青少年
暑假读书、征文、演讲方面效果较
好。我创办“70·12 悦读班”，旨在
扭转作文的“抄、套、造”和读文言
文的囫囵吞枣，持续 10 年，很受欢
迎。所有这些都得益于我实事求是、
多思创新：即重视调查研究，从实际
出发反复实践研究，寻求客观规律，
摸索有效途径，给自己出新点子，敢
为人先。
勤于工作，我没变。有些工作的

日程是事先排定的，我只要病得不
是躺在床上，就会照常进行。疝气手
术前，我曾忍痛走到四楼教室站着
辅导农民工子弟。有一回，我得肺
病，偏偏那天有两堂党课，我在下午

上完课后才到医院去输液。
合力齐家，我没变。我团结家

人，努力营造良好的家风环境：“敬
老慈幼，宽和相助，勤奋俭朴，好学
求是”。2006 年之后，我的家庭被
评为“长宁区文明家庭示范户”、
“上海市五好文明家庭”（两次）、
“海上最美家庭”、“第八届全国五
好文明家庭”。

今年我已经 82 岁了，一些老
年性疾病时常会来捣乱，精力已不
如从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时刻，我满怀欢喜
与自豪写下此文，谨向党作出汇
报，表述自己的心愿———我年轻时
曾学习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共产主义战士”杨水才的“小车不
倒只管推”精神，我想，如今年已
耄耋的我正在践行 “老车巧修照
样推”。今后，我还将一如既往地听
党话跟党走，力争为党的事业继续
多作贡献。

退休生活二十载，红心向党永不变

【生活随笔】

【生活札记】

【诗歌】

满庭芳

庆祝建党
一百周年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岁月峥嵘，历经百载，号
角声彻天空。举旗争斗，中共
作先锋。领导长征抗日，江南
渡、一片鲜红。新中国，东方
崛起，大地舞春风。轰隆掀
建设，攻坚破旧，气势飞虹。
创奇促兴邦，转弱称雄。开
放催人奋进，真实干、国富
民丰。齐欢笑，拥军爱党，盛
世已临逢。

念奴娇

永远跟党走
文 杨松涛（曙光居民区）

党旗飘扬，江山春韵祥。
百响礼炮，百步正走激昂。石
库门前启航、红船精神、井冈
星火、万里长征长，前仆后
继，西柏坡警钟响。
赓续红色血脉，振兴中

华。初心言不忘，中国特色开
创，神舟问天、蛟龙潜海、全
面小康、唯人民至上，筚路蓝
缕，绘征程新篇章。

水调歌头

重访南通
文 周以人（刘二居民区）

才饮长江水，又食狼山
鸡。万米濠河航览，夜色璀璨
奇。信步攀登高处，名山险
路崎岖，汗浃换惊喜。极目
烟波处，天水合一起。公铁
路，沪苏通，凌云志。一桥飞
架天堑，轮渡客船弃。主席
调研暖迹，推进生态治理，
岸线月新异。绿水青山优，
江海门户屹。

沉甸甸的荣誉
文 王士雄（天山星城居民区）

七一前夕，长宁区新泾镇建党
百年庆祝集会精彩纷呈，“光荣在
党 50 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我心
情格外激动。此刻，我耳畔回响着
52年前入党时的心声，涌动着漫漫
岁月带来的感动，抚今追昔，我感慨

万千。
1968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奔赴农村。那年深秋，我也佩戴大红
花，插队在上海县北桥公社新闵大
队唐家生产队，从喧嚣的城市，到宁
静的乡村，从校园的学生，到普通的
社员。拿起了扁担铁搭，是我人生新
的起点，理想新的转折。

来到农村一年，我年满 18 岁
时，于 1969 年 12 月 1 日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从此，一腔热血、一颗热
心，融入党的怀抱，无论赴复旦求
学，进企业上岗、在报社采访，当杂
志主编，我永葆初心，践行誓言，在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等报
刊上发表了千余篇文章，上海人民
出版社还约我出版了 《写作学门
道》《实战品新闻》《暴利在新股》
等书籍。在华强集团任书记时，企业
评为市“双强六好”先进党组织，我
被区评为优秀党员等荣誉。
然而，庄严宣誓，不随时间而改

变，不随年龄而变化。在我生活的新
泾镇天山星城居民区，这些年来，一
位位骨干、一批批居民、一支支团队
走出家门，团结邻里，服务社区，这
是我亲眼所见也是我亲身参与的。
星墨书法班、星语读报组、楼道整治
队、文明巡访队……亭文化联盟下
设的“星”团队，似雨后春笋，已组
建 16 支团队，同时，党建联建单位
20个，落实为民实事项目约 52件。
可以这么说：亭文化，让新泾居民找
到了参与感、幸福感，营造出相知、
相识、相助的筑梦氛围。

故事总有印记，人文记载时代。
我们谋划创新，通过故事挖掘的深
度、故事开拓的广度、故事人性的温
度，探索小区人文新景观，营造绿色
视野新空间，连心石、同心路、梦家
园、厅上添花、知识大道、星城繁花
……这些可“阅读”的故事美景，
徐徐铺开在小区三万五千平方的
绿树丛中，意韵与风情，灵动与悠
然，来小区的人说：这个小区气质
不一般，我还采写了《亭廊筑梦》
《樱花小径》《当一回垃圾分类志
愿者》等十余篇文章，在新民晚
报、新闻晨报、长宁时报等媒体上
发表。小区先后荣获五星级业委
会、区市文明小区，上海市居民自
治示范点等殊荣。

夜深人静，凝视着这枚“光荣
在党 50 年”纪念章，我心潮澎湃、
蓦回首，弹指一挥间，我入党时庄严
的宣誓、郑重的承诺，历历在目，挥
之不去。灯火阑珊下，我创作一首散
文诗《党旗下，庄严宣誓》：我面向
党旗抬头，我右手举起拳头，我凝视
镰刀斧头，我宣誓铭记心头，我初心
不忘源头，我理想照耀奔头，我使命
担当肩头。

【书画魅影】

绚丽色彩展现朴实本土味
非遗之趣尽在西郊农民画

在上海长宁新泾地区， 有一种极具特色，又
融汇中外的绘画艺术，其既呈现了中国彩墨画的
艺术风格，也能看到西洋油画的肌理笔触。 其创
作过程繁复漫长，要经过样稿勾图、墨线勾描、墨
汁打底、样稿裱贴和上色成稿等多个步骤，完成
一幅画少则三五月，多则一年时间，这就是上海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西郊农民画。

西郊农民画的发展初期， 以农村田野民俗风
情为基本素材，伴随上海西郊城市化进程，形成了
西郊农民画独有的城乡交融题材特色。 因新泾镇
在西郊农民画保护和传承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先后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上海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 《打谷场上》 高金龙 《金秋红菱》 胡佩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