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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 我的爷爷就曾经

无数次用一种郑重而沉痛的语气告

诉我， 他这辈子唯一没有达成的心

愿就是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

爷爷生在一个地主之家。 而现如今

的他， 早已错失能够为党真正奉献

自我的最好光景。 小时候的我有个

愿望：一定要替爷爷完成这个心愿！

时光荏苒，我上了高中。 幼时

小小的愿望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我

转而热衷于出国。由于了解到党员

出国比普通人更为复杂，所以对于

高中时代的学生党员培养，我疏于

关注并不以为意，直至

2008

年。

汶川大地震对每一个中国人

来说，都是一段永远不愿再触及的

伤。 在死神面前，我们没有时间悲

伤， 紧锣密鼓的救援行动及时展

开。当我每天守在电视机前为受难

同胞祈福的时候， 听到最多的词

语，就是播音员口中的“中国共产

党党员”，他们将生死置之度

外，不顾一切与死神赛跑。 这

时的我才真正明白了

“共产党员”四个字中

饱含的责任与重担。

我断然打消了出

国的念头，并以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

共产党党员为奋斗目标，重新开始充

实自我。

2009

年，我有幸成为北京理

工大学法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大一之

初，我就毫不犹豫地向组织递交了我

的入党申请书，毛二可院

士成为了我心中优秀党

员的典型代表。

现 在 的

我，已经站在

了大二的尾巴上，也已经成为一名光荣

的预备党员。在我并不丰富的人生经历

中，榜样一直都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

角色，是他们用最实际的行动向我诠释

着奉献的真谛，用最朴素的话语教会我

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人生。在今后的生

活中，我必将以榜样为前进方向，更加

努力地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00

岁

一片赤忱 矢志不渝心向党

———几代教育人讲述入党故事

我今年虚岁

100

， 是毛泽东的

远房侄子。 我出生在湖南韶山冲一

个贫农家庭， 祖父毛福生是毛泽东

父亲毛顺生的同房堂兄弟， 父亲毛

智珠系毛泽东的堂兄弟。

儿时起，我经常听长辈讲关于

堂叔毛泽东的故事。 他青年时代教

育全家干革命，把弟弟妹妹一个个

带了出去，投入革命的洪流，这对

年少的我产生了很大的思想震动。

1927

年

1

月， 堂叔回湖南考察

农民运动，到了韶山。我闻讯后，即

随农民队伍去欢迎堂叔回乡。堂叔

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他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农民阐述旧社会的

不合理， 号召所有人民要团结起

来，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他慷

慨激昂地说：“三十年革命不成功，

我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 ”

我听了堂叔的讲话， 十分感

动，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1929

年

10

月，我在毛氏宗祠教

小学。 一天，地下党员李德时忽然

来到我家，送来一封密信，原来是

堂叔毛泽民从上海捎来的。信是写

给我的祖父毛福生和伯父毛宇居

的，用药水密写在一本书里。

李德时用他带来的显影药水

一涂，字就显露出来了。 信的内容

是： 一是毛泽民要了解国民党没收

他家财产的情况， 他要转告兄长毛

泽东；二是上海正需要人，指名要我

和族弟毛特夫去上海工作。 当时祖

父不愿意我离开韶山，一再劝阻，但

我向往革命，意志坚定，决心既下，

便与毛特夫悄悄离开了韶山。

来到上海几天后， 堂叔毛泽民

一家人带着我和毛特夫一同到了天

津。 当时党中央在天津建立了秘密

印刷厂，受堂叔毛泽民直接领导，我

被安排到秘密印刷厂当学徒。

1929

年

12

月的一天，对我来说

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我经堂叔毛

泽民和钱希钧介绍，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我儿时的革命理想终于翻开

了新的一页。我后来在大连市公安

局等多个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 ，

1957

年，我调任武汉大学（四校合

并前的武汉测绘学院）党委第一书

记，

1988

年离休。

（本报记者程墨采访整理）

我今年

93

岁，

1918

年出生在山

西省左权县，党龄有

67

年了，回忆起

我的入党故事， 仍清晰地记得其中

的一段曲折。

抗日战争爆发后， 我们这些投

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在思想上经历了

一个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

过程。 我

1936

年参加牺牲救国同盟

会，

1937

年

10

月参加战地动员委员

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八路军一

起战斗。

1939

年，我在县里一个高小

任教导主任时， 提出了入党要求，

1940

年写了入党申请书。

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偏

偏无中生有地出了个问题， 不知怎

地我上了国民党的名单。没办法，我

只有认真改造思想，努力工作，接受

党组织的审查和考验。在长达

5

年的

过程中，我焦急、苦闷、委屈、失望的

心情，真是难以与外人道也。

但是， 我始终感到党组织对我

是关心的、信任的、重用的。

1944

年，

接到党组织通知， 我参加了一次中

共左权县委会议， 会上说我的问题

已搞清楚了， 县委书记杨蕴玉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

为我做入党介绍人。我激动极了，经

过

5

年的考验，终于加入了党组织。

我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国民

党的名单上，到了“文革”时期才查清

楚。组织上找到了有人为了交差编造

了辽县（今左权县）国民党党员名单

的证据，我就是被编造进去的。

1971

年，教育部五七干校第六连高教出版

社领导小组开了全连大会，宣布了审

查我的国民党问题的组织结论。

1961

年，教育部派我到人民教育

出版社工作。

1965

年，高等教育出版

社恢复，我出任副社长、党委书记。 可

以说，从入党开始，我几乎没离开党

的工作。如今回顾我的人生，入党是

我不悔的选择，是我一生的骄傲。

（本报记者俞水采访整理）

七七事变后， 日本全面发动侵

华战争， 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国

运动的高潮， 当时我正就读于云南

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 高亢的抗日

救亡歌曲，加上红色刊物，让我对入

党产生了高度热情。

1939

年，我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觉得自己

很幸运， 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

建立

18

年了， 毛泽东同志担任党的

中央领导人， 我能加入在毛主席正

确领导下的共产党，觉得很自豪。

1938

年，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

当时共产党实行的方针是 “隐蔽精

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而蒋介石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蒋

介石的做法激起了民愤， 所以很多人

游行集会。当时我并没有参加，我作为

党员要长期埋伏， 并奉行周总理提出

的“三勤政策”（勤事、勤学、勤交友）。

由于当时的党员都按这个方针去工

作， 所以我们为第二条战线———学

生运动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1940

年我担任了西南联大党总

支书记。 当时全云南党员有

240

人，

西南联大占

1/3

，是最大的一个党总

支。 在入党之前，我是民先队队员。

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

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后来

我被调到省里 “青委”（青年工作委

员会）， 但随后蒋介石发动皖南事

变，我是被抓名单里的一个，但由于

得到了消息，我得以侥幸逃脱。

1946

年延安失守后， 我辗转到

了华北， 参加平津学生运动。

1949

年，我被派到北京石景山区当区长。

我

28

岁就做了区委书记，但是我并

不觉得了不起，因为周总理是我的

榜样，他在

29

岁时就领导了南昌起

义，所以与他比我还相差很多。

上世纪

60

年代， 北京市委要

培养工业人才， 建立了北京工业

大学， 我就被派到学校担任校长

和党委书记一职。

我，一个在建国前夕就入伍的

老兵，入党则是我离休之后数年的

事。 是我不想早入党吗？ 否，十分

想！ 是什么原因拖了这么多年？ 是

那个时代的政策使然。

我是在武 汉解放的 第二 个

月———

1949

年

6

月入伍的， 一个敢

于

14

岁参军的孩子，当然是想进步

的，也多次写过入党申请书，但我

的成分和社会关系都不好。 所以，

一直拖到

1997

年，政策上有了大的

变化后，入党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关于成分问题： 我父亲徐元

度，原是位难得的人才，他是著名

的文学家、 翻译家和辞典学家，可

他的成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

工、农、兵不搭界。

社会关系那就更“复杂”了！ 我

外祖父吴禄贞，是被孙中山先生誉

为“盖世之杰”的辛亥革命先烈，为

国捐躯时才

31

岁，可那是资产阶级

革命家，姨和舅后来为此得到出国

深造的机会， 也有留在海外的，这

一下我又有了海外关系！ 海外关系

在那个年代犹如“特嫌”。

有一天，我看到报上有条党的

十五大修改党章的消息，其中有一

条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

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

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

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

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

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

我拿着登着这消息的报纸去

找我的邻居———厦门大学离休干

部党支部书记卞守耆， 他笑了，说

了句：“哎呀，过去那些……”他主

动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并约另一

位老兵陈敏兰一起介绍我入党，我

的入党问题就很顺利地解决了！

我人虽离休， 思想并未离休！

“人到码头， 车到站” 于我并不适

用， 这些年我出过

3

部书， 发表了

数百篇作品。

我

1954

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

农民家庭，作为长子，自幼就担起

了照顾家庭的重担。

上世纪

70

年代，农村生活十分

艰苦， 尤其是农村老百姓看病难、

看不起病的现象十分普遍。 为此，

我立志要成为一名好医生。一次偶

然的机会，我报名参加了县里“赤

脚医生”的培训班。在班上，我努力

学习医学知识，既学中医，又学西

医。 由于成绩突出，老师让我留下

来在培训班当老师，我考虑到家乡

的需要，谢绝了老师的挽留，回到

镇里，当起了一名“赤脚医生”。

当时老百姓的收入比较少，一

年就几百元，村里人看病还要跑到

县里，因病致贫的现象经常出现。 为

解决老百姓就医难的问题，

1974

年，我

与另外两名同志成立了一家农村医疗

合作站。农村医疗合作站成立后，为降

低药材成本，我们就近取材，自己爬到

附近的山上收集草药。 为让本地老百

姓能看得起病，

80%

的费用由合作站

承担，

20%

由老百姓自费。 说实话，当

时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辛， 一晚上出去

夜诊三五次是经常的事。后来，合作站

的名气越来越大，吸引了周边

4

个镇的

老百姓都到我们这里看病。

我认认真真做了两年的“赤脚医

生”。

1976

年的一天，大队书记找我谈

话，谈到介绍我入党的事。 当时，我真

的很激动，因为入党对我们那一辈人

来说，是一件十分光荣的大事，是许

多先进青年的追求。 在大队书记的介

绍下， 我于

1976

年

6

月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回顾入党

30

多年的历程，从“赤

脚医生”、大队支书、乡镇“一把手”、

分行行长到无锡太湖学院特聘教授，

一路走来，自己不断有所感悟。 我觉

得，作为共产党员，思想上要做到与

时俱进， 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利

益，要具备造福一方的能力。

2011

年，

我被授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等荣誉称号。

我们那时候入党是很困难的，

我们那一届

200

多个学生，到毕业时

才有

3

个人入党，回想起

31

年前在大

学的入党经历，我依然非常激动。

1960

年，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

庭，父亲总是教导我，在政治上一

定要追求进步，在我幼小的心灵上

埋下了一颗上进的种子。

1976

年，我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做了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 自到了兵团的那天起，我就下定

决心，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早日成

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割麦子、插秧、 挖土方， 事事

冲在最前， 样样干得在行。 我很

快被任命为女青年班的班长。 我

虽然在整个班里年龄最小， 但无论

是连队的生产活动， 还是文艺演出、

办板报， 我都带着整个班干得有声

有色， 所带的班也被授予 “女青年

先锋班” 的荣誉称号， 邓颖超还专

门给我们班写过表扬信。

由于表现优秀，我很快就被作为

入党的重点培养对象接受组织培养。

正在这时，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决

定参加高考，到大学去深造。

进入大学之后，我再次向组织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由于成绩是年级的

第一名， 加上原来接受过组织的培

养，组织上很快就把我作为重点培养

对象继续培养。 我感到很光荣，但是

也很有压力， 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

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980

年

5

月，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想起自己几十年的人生历程，

党给予我的精神财富是丰满的， 如

同烙印一样， 在我的生命中烙下了

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 党员这个称

号， 就像是旗帜， 引领着我不断提

升自己。 我时刻告诉自己， 决不允

许做一名党员不该做的事， 要对得

起人民教师的称号， 更要对得起共

产党员的称号， 我多次获得 “河南省

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称号。

（通讯员张威采访整理）

我出生在革命老区、广西河池

市东兰县一个普通的壮族农户家，

在这片土地上，韦拔群等革命先烈

领导了可歌可泣的百色起义，建立

了右江革命根据地。我从小听着这

些革命故事长大，革命志士的执著

和担当激励着我。

生在和平年代， 我对报国有了

新的认识。

1984

年，我从师范大学毕

业后回到家乡三石镇中学任教，在相

对简陋的农村教学条件下，我孜孜不

倦地工作，在工作的第一年就把这个

在全县排不上名次的中学的化学成

绩变成了全县第一名。虽然只是一个

平凡的工作岗位，但是我丝毫没有懈

怠，我知道，有一种信念一直激励着

我，那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我第

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因工作成绩出色，

1986

年， 我调

入东兰县城中学任教，我第二次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93

年，我

又调到河池地区高中任教，工作环境

变了， 但我对党的追求一如既往，而

且愈加强烈，我第三次向党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 我知道自己离党的要

求还有距离， 于是更加努力地工作。

在知识的积累和生活的历练之后，我

对党、对教育事业的理解从之前的蒙

眬到后来的清晰且坚定。

终于在

1994

年

7

月， 我怀着无比

激动的心情，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

共产党党员。 这是我人生中最荣耀的

一次褒奖，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自

身的责任更大了，入党将激发我更大

的潜能，在之后的从教道路上，我用

一个党员的胸襟和使命感开创了教

育事业新的高地。

从

1994

年至今， 我又三易工作地

点， 现任广西柳州市民族高中副校长，

同时我也成为广西特级教师、全国化学

教学改革优秀教师。 在众多荣誉面前，

我更加自省， 依然不断地提高党性修

养，坚持站在教学的一线，同时还以培

养新的教坛力量为使命， 践行对党的

忠诚和信仰。

1980

年，我出生了。在这个年代

里，入党无需担负抛洒热血的风险，

却在某些时候意味着对信仰的肯

定。在中学时，我被推荐加入学校的

课余党校，我一度陶醉在优越感中，

却忘了叩问自己：为什么要入党？

带着这个问题， 我到了华东师

范大学，仔细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

这一探寻，就是整整

7

年。 朋友提醒

我： 入党说不定会对将来找工作有

好处，你为什么不动心呢？我会明白

地告诉他们， 选择入党就是选择了

一种信仰。首先我要在了解世界、了

解自己的基础上坚定自己的信仰，

然后才有资格申请入党。

在这

7

年里， 我学习着、 观察

着、感悟着。

2004

年春，联合国亚洲及

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六十次年

会、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相继在

上海召开。 那时，志愿者还是一个神

秘而充满新鲜感的名词，我有幸忝列

其中，和华东师大的同学们一起为两

次大会服务。 我亲眼见证了平易近人

的温总理如何为消除贫困而殚精竭

虑，也知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

国如何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贡

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志愿者服务结束后的某一天，和

母亲整理房间时发现了过世多年的

外公年轻时写下的入党申请书。 外公

曾三次递交入党申请书， 这是其中一

次的草稿。 申请书用蝇头小楷写了

20

多页，外公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颠

沛流离的生活历程和对党由了解到向

往的思想轨迹都历历在目。 如果不是

亲眼所见， 怎能相信外公笔下那个满

目疮痍的中国和我眼前这个强盛安宁

的中国仅仅是相隔几十年的同一片土

地？ 这一切巨变的背后，闪耀着一个伟

大的名字———中国共产党。

“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2004

年，

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 一旦选择，便矢志不渝。 一旦选

择，便要用一生坚定的言行来践行入

党时庄严的誓词。

一个老兵的曲折故事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离休教师 徐小玉

榜样带给我力量

北京理工大学

2009

级学生 王韵嘉

93

岁

长达五年的波折考验

高等教育出版社原党委书记 皇甫束玉

91

岁

满腔热忱为救国

北京工业大学首任校长 李晨

76

岁

毛主席直接影响了我

原武汉测绘学院党委书记 毛远耀

57

岁

从一名赤脚医生做起

无锡太湖学院特聘教授 何国洪

51

岁

党员是我生命的烙印

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童丽萍

48

岁

人生中最荣耀的褒奖

广西柳州市民族高中副校长 黄忠

31

岁

探寻七年坚定了信仰

华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 王郦玉

19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