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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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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理想与党的事业紧紧相连

———清华、北大学生党员入党宣誓现场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纪念日前

夕， 鲜红的党旗前， 清华大学老

中青三代新党员一字一句念出自

己忠诚的誓言， 为党的

90

周岁生

日献上一份特别的礼物。

同时，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 的坚定誓词也在未名湖畔久

久回荡。 北京大学

1200

余名新党

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 在场

的每一位老党员也一同重温了入

党誓词。

吸收优秀青年入党， 是清华

大学党组织长期坚持的工作传统。

清 华 大 学 党 委 书 记 胡 和 平 说 ：

“要以党建为龙头， 让党的事业深

深扎根于青年之中， 带领青年学

生坚定跟党走。”

曾 “两耳不闻窗外事” 的清

华大学电子系研究生许骐，

2010

年向党组织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 “身边的优秀同学和教授都

是党员， 近距离感受到党员的力

量， 发现表率、 先锋、 模范这些

词用在他们身上特别合适。” 如今

已成为中共预备党员的许骐说 ，

“我感到了肩上的责任和担子， 希

望能在党的培养和监督下不断成

长。”

2011

年是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

年， 也是学校党组织建立

85

周年。

从

1926

年建立第一个中共党支部

起， 党的组织在清华园里逐步发

展壮大。 目前学校正教授以及副

教授中的党员比例分别是

65%

和

60%

； 在社会工作 、 志愿公益 、

文艺体育、 课外学术等各个方面，

处处都活跃着党员的身影。

作为中国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最早基

地， 北京大学与中国

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

系。 “对北大来说 ，

一部中国共产党和北

大相互关系的历史， 就是北大人

追求真理和进步， 选择马克思主

义信仰， 为国家独立、 人民幸福、

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历史。” 北大

党委书记闵维方说。

新党员入党宣誓在北大优秀

共产党员标兵、 信息科学技术学

院教授、 中科院院士杨芙清带领下进

行。 这位有着

56

年党龄的老

党员最常说的是： “我是共

产党员， 党需要我去哪我就

去哪。” 她的这份精神激励着

身边许多同事和学生。

■

本报记者 杨晨光 刘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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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文

艺晚会 《我们的旗帜》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

6000

多名首都各界

群众一起， 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中， 重温中国共

产党走过的

９０

年辉煌历程。

晚会第四篇章 《我们的旗帜》 从一场特殊

的入党宣誓仪式开始。 舞台中央升起一面迎风

飘扬的党旗， 庄严而肃穆 。 在动人的旋律中 ，

90

位来自社会各界的新党员代表走上舞台， 庄

严地举起右手， 握拳齐声宣誓。

一句句誓词掷地有声、 动人心魄， 说出了

新一代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与执著追求， 激荡

着现场每个人的心。

“我是人民教师， 我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站在宣誓队伍中

间， 作为人民教师代表的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张

建民， 心情格外激动。 “能够代表全国所有的

教师新党员， 在全国人民面前宣誓入党， 非常

自豪， 也非常有意义。” 张建民激动地说。

与张建民一道， 此次北京舞蹈学院还有其

他

5

名教师新党员和

4

名学生新党员， 代表全国

教师、 学生新党员入党宣誓。 中国民族民间舞

系系主任、 著名艺术家高镀表示， 他要以此次

入党宣誓为起点， 牢记党的历史和使命， 铭记

自己的责任和目标， 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 ，

以实际行动投身于党的伟大事业。

古典舞系大三学生程笑园和她的

3

名同学，

是此次宣誓的

90

名新党员代表中最为年轻的群

体之一。 他们的年轻面庞和青春身影， 不仅成

为了舞台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更寄托着党

的美好明天和希望。

程笑园说： “能够代表全国大学生新党员

宣誓， 既是一份难得的荣耀， 更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 作为党的新生力量， 我们要切实履行

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通过自身的

点滴努力， 为党和国家作出贡献。”

90

年波澜壮阔，

90

年继往开来。

从

90

年前的

50

多名党员， 到今天的

8000

多万名党员， 中国共产党始终

保持着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 截至

2010

年年底 ，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8026.9

万名， 基层组织总数为

389.2

万个。 其中， 学生党员

253.9

万名， 高校

党组织覆盖面达到

99.9%

， 中小学普遍建立了党组织。

2010

年， 发展大学生

党员

123.6

万名， 大学生党员总数达

251.2

万名。

歌舞热烈， 礼赞历史功绩； 旗帜高扬， 引领未来辉煌。

■

本报记者 李凌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级师范生张文辉：

藏区的孩子需要我

今年的五四青年节对我而言

特别重要， 因为这一天我光荣地

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

作为一名师范生， 怎样能够

最大地发挥自己的价值和作用呢？

大学

4

年里 ， 我一天都没有松懈

过。 每当有听课的机会， 我都不

会放过 。 从那些老师的讲课中 ，

我收获了很多经验， 更找到了不

少问题 。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 ，

实习时， 我选择来到了西藏拉萨

第三中学。 接班时， 学生们的数

学平均成绩只有

50

分。 我很着急，

不断调整教学方法， 课下给学生

们补课， 经过

3

个月的努力， 班里

的平均成绩超过了

60

分。 学生们

说： “最喜欢张老师讲课了。” 我

当时想， 这几年的努力， 值了！

这段经历， 坚定了我今后去高

原任教的决心。 藏区的孩子需要我，

我愿意付出激情和青春， 给这些高

原的孩子更加美好的未来 。 而这 ，

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选择。

■

本报记者 张婷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9

级国防生李航：

好男儿立志卫祖国

在大学两年入党积极分子培

养期间， 志愿者和国防生的双重

身份使我对 “共产党员” 这四个

字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共产党

员， 是责任， 也是信仰。

这种责任和信仰， 是中文系

孟二冬老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

然坚持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 ；

是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高松老师

夜以继日努力自主创新、 挺立国

际前沿； 是一届又一届研究生支

教团的师兄师姐们， 为西部孩子

打开一扇扇通向世界的窗户……

而所有这些， 都可以归结为五个

字———为人民服务。

去年暑假， 我有幸和北京所

有国防生一道参加了为期一个月

的特训。 一名名国防生党员身先

士卒， 严格要求自己， 我暗下决心，

要和他们一样， 成为一名优秀的国

防生共产党员。

在党

90

岁生日之际被吸收为新党

员，我感到无比荣幸。我将用优异的成

绩向党、向祖国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

本报记者 刘琴

农村资教教师、湖北工业大学毕业生武瑞莲：

在支教中书写人生

今年的七一， 对我来说具有

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转正成为一

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同时参加了

湖北省 “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

划”， 成为一名农村校的教师。 身

为党员， 我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

我对党的认识源于童年。 小

时候， 夕阳西下， 我看着爷爷坐

在家门口的大榕树下， 将党徽擦

得锃亮。 长大了， 我考入湖北工

业大学。 刚入学， 我就郑重地向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并开始

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2008

年， 我担任平面设计专

业的助理班导师。 “帮助同学解

决困难、 解除困惑”， 这是我对助

理班导师工作的承诺 。

2010

年 ，

我终于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在预

备期里， 我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

格。 学院开展 “学生早读” 活动，

我不论刮风下雨一次都没有落下，

坚持和同学们一起早读， 并通过

网络搜集学习资料， 使得大家乐

学、 爱学。 今年， 我带的班级被

评为 “优秀早读班级”。

如今， 我即将成为一名到农

村支教的大学生。 我愿把自己的

青春与农村孩子的笑脸连在一起。

■

本报记者 程墨

广西上林县大龙洞小学刁望教学点教师石兰松：

再坚守教学点14年

1985

年

7

月， 我高中毕业回到

家乡———广西上林县西燕镇大龙

洞村。当得知村里的孩子因没人接

送和没有教师上课而失学，天天跟

着父母做农活时，我很着急，不顾

家人的反对当起了代课老师。

刁望教学点与周围的壮族寨

子被水深超过

10

米的大龙湖隔开。

于是， 我就每天清晨

7

点准时赶到

湖边，撑着小木船接附近的孩子上

课。 每当把孩子们安全接到教学

点、安全送回家时，我就觉得自己

是一个少不得的人。

26

年来， 我在水面上往返

4

万

多次， 先后划破

8

艘木船， 接送过

1000

多名学生。 别人说我既是老

师， 又是摆渡人、 保育员， 但我

觉得我只是做了本职工作。 这些

年党和国家的政策好，教学点建起

了一间

70

平方米的教室，新建了厕

所， 还在山坡上开辟出一个运动

场，孩子们也吃上了免费午餐。

而我自己， 不仅工资待遇提

高了 ，

2005

年转成了正式教师 ，

更在建党

90

周年之际， 实现了自

己多年的心愿———成为一名光荣

的共产党员。 我已经

46

岁了， 我

要再为教学点坚守

14

年， 让孩子

们安全地到校回家， 开心地上课，

吃上香喷喷的饭菜。

■

本报记者 周仕敏

铮铮誓言 丹心报国践忠诚

———师生新党员诉说对党的信仰与追求

清华大学

97

岁离休教师白颖仁：

追随时代多做些事

我曾经在

1958

年申请入党 ，

但没有得到批复。 我想肯定还是

当时自身存在不足， 但我从未放

弃过入党的念头， 继续埋头努力。

1972

年，我从清华大学音乐室

离休。虽已年近花甲，但并没有“与

世隔绝”。 我订阅了一份 《参考消

息》，每天都坚持看。

2008

年，已经

94

岁的我， 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再

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就在这一

年，四川汶川突发地震，牵动了全

国人民的心， 也同样牵动着我的

心。 从不多的退休金中，我拿出了

200

元，亲手放进了捐款箱。

2010

年中秋前后， 学校艺术

教育中心的老师带给我一个好消

息：入党的事情组织上近期就要开

会讨论了， 可以先准备个人材料。

当时的心情很难用语言表达，为了

这个时刻，我足足等了

50

多年。

2010

年， 我终于成为一名中

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多年的夙愿

达成， 我现在只有两个愿望： 一

是尽可能地延长寿命； 二是好好

利用每一天， 为党多做些事情。

今年七一，我与年轻的大学生

们一起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我想，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也不能甘心落

后，要力争用蹒跚的步伐追随时代

的脚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

本报记者 杨晨光

6

月

24

日，北大

1200

余名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孙琳琳 摄

6

月

28

日， 北京朝阳区教育系统庆祝建党

90

周年大会上， 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宣誓， 重温入党誓词。 薛珺 摄

郭海军 摄

（上接第一版） 这些思想和理论深

刻影响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

程，成为指导人民教育事业的理论

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

主义教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也

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极其珍贵的

思想成果。

90

年的历史书写着中国教育

辉煌的篇章。 我们党领导教育事

业不断探索、 开拓创新， 人民教

育事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取

得巨大成就。 今天， 我们在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成了世

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实现了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世纪梦

想，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

跨越，真正保障亿万人民群众受教

育的权利。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

实现，职业教育突破性发展，教育

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教育质量稳步

提高，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

源大国的转变。 我国教育的历史

性跨越发展， 极大地提高了全民

族素质，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90

年的辉煌历程启示我们：人民

教育事业与党的事业密不可分，坚持

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是中国教育发

展前进的根本保证； 只有共产党，才

能领导人民教育事业发展进步。

我国正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的

战略机遇期，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

前迈进。 教育作为一个民族的根本

事业， 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 承载着建成全面小康、 基

本实现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前进的

道路上不会平坦无阻， 教育的进一

步发展尚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 我

们仍然面临着各种困难风险的考验，

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推进人力资

源强国建设任重而道远。 党的坚强领

导给予我们力量，党领导教育的经验

给予我们智慧，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奋力开拓前进 ，

中国的教育事业定会创造更加辉煌

的伟业，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创造人民教育辉煌伟业

（上接第一版） 要以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90

周年为契机，抓住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灵魂和

根本，在大学生中深入开展中国近

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书写的奋斗史、 创业史、改

革开放史教育，引导他们深刻认识

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

社会主义道路、 选择了改革开放，

进一步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

同理想信念。 要坚持

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

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

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融入到校园

文化建设中，融入到大学生社会实践

中，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

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

员刘延东一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