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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普通党员
星火力量

|| 冯楠

因为在党建文宣部工作的缘
故，我时常回想起当年的入党初
心，也一直想写一篇日志记录初
心。在建党 100 周年即将到来的
重要时刻，重温入党经历，对于
一名党员来说意义非凡。

2009 年，在西北政法大学图
书馆，这天天气晴朗，阳光透过
窗户照射在二楼走廊整齐排列的
桌面上。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学
院党委同意了我的入党申请。我
清晰记得，当时写字的手是颤抖
的，怀着崇敬的心情，我一边回
忆入党动机，一边郑重地誊抄了
整整 9 页的入党申请书。

我 从 小 就 对 历 史 特 别 感 兴
趣。小时候，我对老人们过往的
经历充满好奇，总是缠着他们讲
过去的故事。我最先了解的历史
就是他们经历的一个个从微小中
见证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普通人的
故事。这些故事，在我心里悄悄
点亮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之光。

老人们说他们小时候经历过
一段特别艰难的历程。那时候人
们吃不饱、穿不暖，有的人吃树
皮，有的人吃与泥土混合在一起
的面粉。那些纯玉米面做的馒头，
干的、噎的难以下咽，少有白面
吃。

有一次外婆拉着我的手走在
小路上。我问她 ：“外婆，在旧社
会女娃子要裹小脚的，你怎么没
裹？”外婆说 ：“我十几岁时，我
妈也让我裹小脚，但是你太姥爷
相信共产党，就没有裹。”我那时
就觉得共产党可真好。

我 爷 爷 年 少 时 候 当 过 警 卫
员，虽然没上过战场，但他总说：

“我年轻时候当过兵！”他说这句
话的时候，脸上带着自豪。那几
年，他的一个老战友经常来看他，
他们在房间里聊天，很亲，我远
远地看着，心里想着能够加入共
产党可真好。

上了小学，经常唱“啦啦啦，
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大
风大雨里满街跑，走不好，滑一
跤，满身的泥水惹人笑，饥饿寒
冷只有我知道”。旧社会的中国，
人民很苦，谁能救中国？实践证
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
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他指给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
中国走向光明。”渐渐的，从学校
教育中，我开始接触这一部饱经
沧桑、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史。

近代社会土崩瓦解，中华民
族趋于崩溃的边缘，从鸦片战争
到甲午海战，从林则徐禁烟到太
平天国，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
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代代仁人志士救国救民，前赴
后继，在黑暗中摸索和徘徊，而
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如苍穹中的
星星之火，势可燎原，照亮中华
民族的复兴之路，越曲折、越奔
腾，越苦难、越辉煌。中华民族
的复兴之路从一盘散沙到民族救
亡的一路坎坷，再到民族复兴的
一片希望。

谁 能 救 中 国？ 谁 能 发 展 中
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
国。这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历
史的选择，是实践的选择，是人
民的选择。

作为一名“80 后”，我很庆幸，
亲身经历并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和
强大。我很幸福，接受了现代教
育，有更高的眼界、更广的视角
观察这个时代的变化。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的 100 周年，也是新
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年，希
望我能够在强国强军的道路上，
在为中华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道路上，贡献出普通
党员的星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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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柳

今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将
迎来 100 周年纪念日。一百年风雨
兼程，一百年砥砺前行。一百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神州
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亿万
人民书写了发展的壮丽诗篇，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国几代航空人在中国共产党
的带领下，筚路蓝缕、栉风沐雨，
使得新中国航空工业完成了组建和
布局建设，先后实现了从飞机修理
到飞机制造、从飞机仿制到自行设
计的两步跨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航空工业落实改革开放政策，
实现了对世界先进航空工业从望尘
莫及到望其项背、再到同台竞技的
快速跃升。

忆百年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强
国征程新。历史步入新时代，航空
人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前所未有。习
近平总书记嘱托我们 ：“继续弘扬航
空报国精神，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
奋力推动创新发展，实现建设航空
强国目标而奋斗！”

航空强国，我们秉承航空报国
初心。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伊始，
就被注入了红色基因，被赋予了航
空报国初心使命。中国航空工业的
开创者和奋斗者们，用实际行动传
承和彰显着航空报国的行业精神。
正是由于几代航空人的矢志不渝、
拼搏奋斗，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航空报国是我们一脉相承的初心。

航空强国，我们具有钻研技术
的潜心。习近平总书记讲道 ：“实践
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
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
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
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
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老一辈航空人
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刻苦钻研，在航空技术这条崎岖不
平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
迈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为今后更

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用心
传承、潜心钻研，是航空人不可或
缺的基本功。

航空强国，我们坚持不断创新
恒心。创新驱动发展，无论是技术
还是业务流程、无论是方法论还是
研发模式、无论是软实力还是硬实
力，都需要接续不断地创新和提升。
未来，自主创新必将是中国航空工
业立足世界航空武器研发强者之林
的根本支撑。

航空强国，我们坚定不惧艰险
决心。冯如曾留下嘱托 ：“勿因吾毙
而阻其进取之心，须知此为必有之
阶段。”航空之路注定蜿蜒曲折，他
鼓舞我们，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和挫
折，中国人挑战天空、挑战“不可能”
的决心不能丢。在国际局势风云诡
谲的今天，我们更要以“不达目的
誓不罢休”的气魄和果敢勇往直前。

航空强国，我们永葆团结一致
同心。空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
战略目标，指明了航空工业前进的
方 向。 电 子、 信 息、 材 料、 机 械、
冶金、化工等领域的技术支撑，推
动了航空工业的发展。产学研结合、
产业融合的成果，促进了航空工业
的进步。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
实现建设航空强国的目标，航空人
必须也必然与行业内外一道，团结
一致，并肩作战。

共产党员身上忠诚、勇敢、奉献、
探索的精神意志早已融入航空人的
血液，转化为建设强大的空中力量
和民族航空工业的动力。薪火相传
的航空报国精神，在新的时代赋予
航空人新的责任。如今，“十四五”
铿锵起步，相信每一个航空人都已
做好准备，抖擞精神再出发，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积极推进“一
心、两融、三力、五化”航空工业
新战略，坚定航空报国初心，笃行
航空强国使命，紧握手中的接力棒
奋力奔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强军梦、航空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 尚忠弟

饮水当思源，立业感党恩。
党史学习教育是一场锤炼政治底
色的初心锻造，是一场坚定理想
信念的精神磨砺，是一场强化宗
旨意识的思想洗礼，是一场焕发
斗争激情的奋进动员。

从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探寻
成功密码，在党的精神富矿中汲
取前行力量，以党的宝贵经验指
导新的伟大实践，用最初的心，
走最远的路，我们才能走向更加
辉煌的未来。

学史明理，坚定信仰的天空。
中国共产党让我们在救亡图存
中，看到了信仰之美 ；在独立自
主中，感受了使命之重 ；在国富
民强中，体悟了英雄之气 ；在时
代赶考中，见证了崇高之志、梦
想之光。奇迹既是长征路、建设
史、改革潮，也是红旗渠、塞罕
坝、小岗村民的红手印，是航空
救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跨
越“三部曲”，是“豹”啸长空、
鹏程万里的长空壮歌。越是透彻
了解，越会懂得我们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为何而生，因何而兴；
越是亲身经历，越会明白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越是深刻启迪，
越会清晰“初心是什么”“如何
担使命”，不因位势变化而改弦
更张，更不因遭遇困难挫折而彷
徨动摇。每一次朝向历史的回眸，
都是一次思想的点名、精神的整
队，我们只有学懂弄通，才能悟
透做实 ；只有指导实践，才能成
为方法路径 ；只有历练成恒心、
担当，才能无论风云变幻，依旧
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让信仰的光芒永照我们的前
进道路！ 

学史增信，踏稳脚下的土地。
信是信仰、信念、信心，信也是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战略

定力，是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因为相信，嘉兴南湖的小小
红船才成为时代的巍巍巨轮 ；因
为相信，才有了为人民幸福、民
族复兴的一切努力、战斗、牺牲；
因为相信，才能够无数次从逆境
中转折、从困境中突围、从绝境
中奋起。在走过的路中，总结经
验、把握规律，我们才能更好地
认识过去、把握当下 ；把自己的
职责、工作融入党史学习教育，
正心励志，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想
问题、办事情、做决策 ；用党史
学习教育中得来的好方法、好思
路应对改革发展，提高本领，我
们也一定能办好自己的事，走好
前行的路。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
地方冲锋陷阵，将“忠诚奉献、
逐梦蓝天”的基因注入骨髓，相
信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没有克服
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艰
难险阻。我们的脚下才更有力量，
我们才会在打造一流飞机设计研
究院、为用户提供一流航空装备
中，书写属于我们、属于团队、
属于一飞院的精彩。 

让信念的力量永驻我们的心
灵世界！

学史崇德，守住心中的底线。

怀中一寸心，千载志不移。在血
雨腥风的革命年代，面对敌人劝
降，杨靖宇凛然回答“不必多说，
开枪吧”；遭遇百般折磨，方志
敏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发展
建设的澎湃岁月，王进喜说“宁
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
油田”，林俊德说“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先贤们的精
神已经成为我们的心灵基石、灵
魂灯塔，是党的精神所在、血脉
所在、力量所在。精神的相传，
就是历史的赓续。让我们带着崇
敬、带着敬畏，回望走过的路，
既是对组织、对理想表达的崇高
敬意，也是对成长的自我省视。
我们要带着感情、带着思想，以
革命前辈为镜，以反面典型为戒，
砥砺报国之心 ；带着初心、带着
使命，用心用情做党和国家放心
的团队，做客户可信赖的伙伴，
做航空事业的中坚力量，坚守航
空之志 ；带着忠诚、带着大爱，
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实
圆梦之路。在优化生态、全面从
严治党中，努力锻造成为“用特
殊材料制成的人”；在提质增效、
助力价值创造中，挺起忠诚担当
的脊梁 ；在持续变革中，永灼精
神之火，跑好历史的接力棒，跑

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成绩，这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义不容
辞。

让精神的雨露永远滋润我们
的奋斗人生！

学史力行，攀登奋斗的高峰。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共产党人
服务人民宗旨的具体体现，更是
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的精神
力量。党史学习教育，不是“交
作业”式的“选修课”，而且务
实功、求实效、见实绩的“必答
题”，最根本的检验标准，还是
工作成效。在党史中，看到振奋
人心的沧桑巨变，就会明白接续
奋斗就是对党、对国家最好的告
慰 ；感受到家国命运的同频共振，
就会知道没有比融入时代洪流更
深沉的热爱 ；理解了个人和历史
的血脉相连，就会懂得发掘细胞
活力，立足岗位价值创造，才是
书写崭新传奇、未来答卷的正确
打开方式。在学习中，抓好落实，
唤起行动，不采华名、不兴伪事，
以奋斗为通行证，当好新时代的
实干家，我们才能在大学习、大
练兵、大比武中，获得大发展、
大进步、大跨越。

让实干的品行永远伴随我们
的逐梦之旅！

饱含激情、下足功夫，学出
一飞院的精神气质，学出航空人
的品格标识，学出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勇立潮头的崭新姿态。
在最新发布的建党百年 MV《少
年》中写道 ：“过去的成绩都是
底气，新的时代一起打赢新的战
役 ；未来已来，砥砺前行我们
要一起。”百年大党恰风华正茂，
百年奋斗仍少年豪气。让我们一
起出发，去体悟追梦路上的诗和
远方，关山路远激豪情，自信人
生会为雄 ；一切过往都将是美好
的记忆，所有的奋斗都将书写我
们的辉煌。

（本文作者系航空工业一飞
院党委书记）

瓦窑堡会议

1935 年 10 月中下旬，陕北延安的山坳坳里来了一支风尘仆
仆的队伍，从此，中国的历史因他们而改写。

这一年秋天，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
终于有了自己的“落脚点”。之后，他们来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
中心、当时的陕北“经济重镇”瓦窑堡，并于当年 12 月 17 日
至 25 日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1935 年冬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踏进由谢子长、刘志丹
等革命家开创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时，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
的大动荡、大变局、大分化时期。党内，思想尚未统一 ；党外，
蒋介石顽固“剿共”，数十万敌军大兵压境。特别是在华北，日
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步步紧逼。中华民族正经受着一场空前
劫难。在这样一个矛盾极其尖锐复杂、局势诡谲难测的时期，
党的领导者们果断抛开党派之见，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召开了
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被誉为中国革命的“红都”。红军初到瓦窑堡时正
值寒冬，物资供给极度匮乏，指战员多是单衣草鞋，当地人民
伸出热情的双手，家家户户缝棉衣、做军鞋、捐钱粮、献牛羊，
从各方面给予了党和红军最无私的帮助与奉献。仅 1936 年 5 月，
西北军委办事处就向群众买粮 2500 担、借粮 2000 担，合计约
18 万斤。在群众的支持下，党中央在瓦窑堡的七个半月，中央
红军由不足万人发展到近 3 万人，革命形势焕然一新。

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我们的政
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毛泽东在瓦窑堡说。
瓦窑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不久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
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从“工农”到“人民”，两个字的改变，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树起了旗帜，中华民族挺起脊梁，万众一心。
会议最终决议要求党员必须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
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
多数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这个决议的通过，
证明中国共产党这支队伍的领导集体，已经在总结革命成功经
验和失败教训中成熟起来。

从此，中国共产党从陕北出发，一路前行，一直走到了天
安门。

（玫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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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 ：“历史是最好
的教科书。”一部党史，
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 民 族 谋 复 兴 的 奋 斗
史。航空工业启动党史
学习教育以来，全行业
各单位周密部署、扎实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从
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
智慧和力量。为更好展
示各单位党史学习教育
的收获和成效，营造浓
厚学习氛围，本报开设

“党史学习教育论坛”，
持续刊发各单位党史学
习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以
及好经验、好做法，进
一步引导广大党员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更加
坚定地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

用最初的心 走最远的路

知
往
鉴
今 

资
政
育
人

|| 李明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100 年来，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
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一步一步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这样一个
重要历史节点，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对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共
产党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辉煌业绩
和宝贵经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学习党史，我认为应该做到
两个“牢记”和两个“必须”。

两个“牢记”即 ：牢记党的理想
信念。牢记党的理想信念，不畏流血，
不畏牺牲，朝着党的最终目标坚定不
移走下去。牢记我们的党史，这是一
个描述中华民族走出劫难、挺起脊梁
的鲜活教材。党史记录着新中国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
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一个又一个奇迹，这其中的经验和智
慧无不凝结于党的历史。

两个“必须”即 ：学习党史必须
深刻领会，必须认真思考。不仅要入
眼入耳，更要入脑入心。党的历史虽
然只有 100 年，但党的每一次进步都
来之不易。每一个决定都经过深思熟
虑、冷静权衡。如果只学其法、不究
其义，一味效仿而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就很容易
陷入迷惑不解的境地。寻求出路、解决问题更无从谈
起。学习党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以学促用。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党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今天，我们学习党史就是为了吸取成功的经验，
总结失败的教训，充分借鉴历史，解决好工作中的新
问题、新矛盾。

学习党史是解决思想问题的钥匙和指路明灯，也
是坚定信念、增强党性、加强修养的重要环节。通过
学习党史，不仅可以丰富知识、增长智慧，个人能力
也能得到提升。

牢固树立重视学习、坚持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
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特别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保
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
宗旨理念。坚持世界观的改造，始终做到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分析解决问题，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保证政令畅通，做到政治
上坚强可靠。坚持立足岗位问计于民，不断从群众身
上汲取智慧和力量。

历史是过去传向未来的回声，是未来对过去的反
映。学好党的历史，了解过去才能把握现在，把握今

天才能创造明天。从革命前辈的手里接过历史的接
力棒，我们这代航空人要肩负承上启下的历史重担，
不断保持和发扬党的胜利成果，永远坚定跟党走的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