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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上学时
我就听过这句话，格外喜欢：因铿锵上口，易读易
记；还因昂扬饱满，让人振奋。求索，知道了出自
李大钊之口。之后，我又读到了他“绝美的风景，
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
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之震古铄金
的诗句。为其文学性、预见性及思想性所折服所
倾倒，便急忙拜读了相关党史资料，敬重之情更是
溢于言表，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位马列主义的播火
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党的主要创始
人之一。建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之时，回望来
路，心潮澎湃，万端感慨，凝于笔端。

1889 年冬，偌大的中国风雨如磐，贫穷、晦
暗、压抑，如道道绳索，捆绑得人透不过气。忽河
北乐亭农舍里，一婴儿响亮的啼哭划破夜空，李
大钊来到了世上，并自此开启了虽短暂却不同凡
响的人生之旅。私塾里，他吮吸着我国传统文化
的精髓，记牢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攥
拳立誓：救国救民于水火，责无旁贷。东渡日本
期间，闻听了灭我中国的“二十一条”，他积极参
加了留日学生总会组织的爱国斗争，起草的《警
告全国父老书》广为传播。自日本归来，他“益感
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即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
表文章，第一次阐明了“青春中华”的理想。犹如
地火运行于字里行间，引无数志士在向往中勇往
直前。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勇
士也是旗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看到了民族
自救复兴的曙光，又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
义观》等文章，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其推崇的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名句之情怀，正是
其战斗生涯的真实写照与重笔勾勒。有了他，才
有了共产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同时也为党的诞生
做好了思想准备及人才储备。他成立了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创建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及全国共产
党组织，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主持召开了五团
体“改造联合”会议，领导了北方工农运动及反帝
反军阀斗争，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他奔波劳
碌、满腔赤诚，到处留下了一心为党、全心为党的
呐喊与足迹。而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之异国他他
乡乡，，他立领正装他立领正装，，胸戴徽章的激情演讲胸戴徽章的激情演讲，，更是振聋更是振聋
发聩发聩。。鲁迅言鲁迅言““真正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真正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
血血””，，““三三··一八一八””惨案后惨案后，，白色恐怖日重白色恐怖日重，，多人劝其多人劝其
避避风头避避风头，，他执意不肯他执意不肯““这里的工作多重要这里的工作多重要，，我哪我哪
能离开能离开？？””永远是党的事业第一永远是党的事业第一，，个人生死不足个人生死不足
虑虑，，其光辉影像必在我党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其光辉影像必在我党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一笔，，让人让人
崇仰之极崇仰之极！！

而 誓
与 旧 制 度
决 一 死 战
的勇猛、执
着与无畏，
也 铺 就 了
其 人 生 最
后 岁 月 的
慨 然 与 悲
壮。被捕后他受尽酷刑，但始终坚守党的秘密，
只字未吐，还尽可能地揽责上身，以保护其他同
志。他抓紧一切时机宣传革命，播撒火种，包括
对看守进行思想启蒙和说服教育。面对敌人高
官厚禄的许诺和卑膝小人的劝降，他义正辞严；

“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
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宁折不弯，真乃惊天地泣鬼神！其绝笔之作——

《狱中自述》写道“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说的再
明白不过——为心爱的共产主义事业可随时献
身，无怨无悔！若能以生命为烛照亮未来，以热
血铸剑重整河山，当自豪当骄傲！铮铮铁骨，傲
然世间！穷凶极恶的敌人终下毒手，1927年4月
28日，他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38岁。好一曲“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
和光华”的正气歌，一曲“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共
产党人的伟大理想抱负歌！

可有谁知，李大钊不置家产，就义后家中仅
有一块大洋，连下葬的钱都没有。其实，他任北
大图书馆主任时，每月最多时能挣三百大洋，但
大都被他用在了革命事业和资助学生上，致使家
里时常断炊。其孙辈说“他给家人留下了干干净
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清正家风”。真是难能
可贵，高风亮节，世范长存！

李大钊的一生的确短暂，但恰如高君宇烈士
的言志诗“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
其深远意义非比寻常，予人昭示多多。党的百岁
生日莅临之际，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你我他、你们
我们他们，纷纷走进北大红楼，走进李大钊陵园、
故居，在与一草一木一木、、一什一物的深情凝望与对一什一物的深情凝望与对
话中话中，，追寻其奋斗足迹追寻其奋斗足迹，，体味其精神原乡体味其精神原乡。。相信相信
初心初心、、梦想梦想、、担当开路担当开路，，续写社会主义新时代瑰伟续写社会主义新时代瑰伟
华章华章，，91009100多万共产党员准备好了多万共产党员准备好了！！1414亿中华儿亿中华儿
女及全球华人准备好了女及全球华人准备好了！！

革命自有后来人革命自有后来人，，李大钊烈士李大钊烈士，，敬请安息敬请安息！！

铁肩妙手耀中华
吕金玲

小时候的我
听着小兵张嘎
和二小放牛郎的故事长大
爷爷一遍遍地讲着过去的
他记忆中的
激情燃烧岁月里的火花
他那旧旧的柜子里
锁着我翻不厌的小人书
和连环画
在夜晚的梦中
鸡毛信仿佛就在我的兜兜里
等待我及时送达
我总是比小伙伴们多一些朋友
像是雨来
和海娃

戴上红领巾的第一天
我兴奋地蹦跳着回家
比期末得双百还要更加欢快
站得笔直向父母敬礼
大声说出那句话
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说
他们笑
三张脸都红得像那天的晚霞
直到入睡
小小的红丝带还是紧紧地系着
不舍得摘下
烈士的鲜血染成红旗一角
像是宝物般
被我珍藏
伴随我度过了
充满梦想的孩提时光
和立志读书报效祖国的年华

小女孩一天天长大
终于
我结婚啦
数一数四口人中数一数四口人中
只有我还没有进入党只有我还没有进入党组织这个家

爸爸是一名老党员
他常说一句
财务人员要干嘛
那就是要把国家的账算对
就像球赛里的守门员
就像实验室的水平仪
不丢球 没偏差
周末的休息日不属于他
忙里偷闲也不属于他
自己成为了骨干
更带出了一个个优秀的徒弟
继续守着财务安全的那道闸
如今的小老头
腰腿不好 眼也微花
不再与数字和报表“斗争”
偶尔健身 盘手串
养养花
但严谨的性格和求真务实的态度
却成为了家风
被深深刻下

妈妈为煤矿奉献了半生
做过文员
也做过出纳
无论哪个岗位上
留下的都是她兢兢业业的佳话
青葱岁月里的小姑娘
一辈子绕着黝黑的煤块儿
渐渐长大
立业 成家
现在
曾经的三八红旗手也老了
但社区义务服务的身影中
总有那个瘦瘦的
咋咋呼呼的她
开玩笑说
首都稳定靠的是朝阳群众首都稳定靠的是朝阳群众
西城大妈西城大妈

我们门头沟中年妇女也不差我们门头沟中年妇女也不差
看吧
垃圾分类 社区扫洒
站岗执勤 慰问孤寡
虽然没有抓小偷 排隐患
但也有一名老党员甘愿为民服务
邻里守望的点滴牵挂

老公是个憨憨
甚至还有点“傻”
新冠疫情如洪水般涌来
满城寂寥
马路上听不到忙碌的声音
城市放缓了步伐
连小区里嬉戏打闹的人类幼崽
都老老实实窝在家
他却和同事一起
迈出了下沉支援社区的坚定步伐
出发前一天
我俩彻夜长谈
他说他也会怕
能听出些许愧疚和挣扎
但第二天到来时
坚毅的侧脸映照着义无反顾的出发
抱着孩子
我想起他的话
是的
我是普通人
我们还刚刚孕育了一个她
我又不是普通人
我是一名党员
此刻应该成为守住首都安全之门的一道
铁闸
五个多月的奋战
七百多个小时的坚守
从严冬到初夏
有过寒风洗礼
更会汗如雨下
我知道
那个喜欢奥特曼的大男孩
自己变成了迪迦
虽未化为光拯救世界
但也用心中光和热
在社区 在街道
在首都种下平安的花

理想终会变为现实
我在九月迎来了自己的“政治生日”
支部大会上
是我从未有过的意气风发
历经组织多年的培养
和考察
我迎来了身份转变的那一刹
接过沉甸甸的党徽
闪耀的光芒似乎要将我的心
都融化
回忆过往种种
是身怀六甲仍旧坚守岗位
是团结同事亲如一家
是砥砺奋进始终迎难不退
是自耕不辍学海无涯
犹记得
提交入党申请书时的自己
满心向往 斗志昂扬

至今
那颗被身边人淘染的
鲜红的
永远向党的初心
始终光彩如新
也必将在前方的征程中
为我指引方向
迸发蓬勃的力量
当有天
我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时候我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时候
面向党旗举起右手面向党旗举起右手
相信相信
那将更坚定我那将更坚定我
这一生不息的追求这一生不息的追求

成长·信仰
黄玮

日前，集团召开首届分布式氢气站研讨会。

会议邀请国内氢能行业相关政府部门、研究机

构、院校、企业等 16家单位的嘉宾参会。集团副

总经理王永亮，集团相关部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形成《分布式氢气站发展宣言》。

研讨会围绕分布式氢气站在国际国内标准规

范、规划选址、未入驻化工园的相关政策、成功案

例分享等方面展开讨论。京能氢源汇报了自身氢

能业务进展情况，并将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

剖析。与会专家围绕分布式固体氧化物电解制氢

技术；国内外氢能标准规范、氢储能、氢综合能源

系统；北京市、房山区、大同市、张家口市的政府部

门及研究机构氢能产业的布局与规划；国内外主

要制氢设备商、风光绿氢设备商、氢气站投资方、

建设和运营方氢气站项目经验做了分享和交流。

王永亮指出，氢能产业从行业整体情况看，

目前面临挑战和机遇。京能集团结合自身条件

和整体业务规划布局，将按照“一二三四”的战略

发展氢能业务，其中：“一”是利用“一个资本为纽

带”，发挥国企的资金优势，为氢能产业穿针引

线。“二”是要发展“两个平台”，即提供廉价、优质

氢气的制氢平台和氢能应用场景平台。“三”是要

全力打造三种模式，即建设以产业园区为特色的

“北京模式”；集各种制氢技术路线为一体的综合

示范“大同模式”；综合城市公交、物流重卡为代

表的多种应用场景示范为特色的“锡盟模式”。

最终在规程规范、技术路线、应用场景、商业模式

方面实现“四个创新”。预计未来以电力为主要

输入端，以集成化、小型化、便利化为主要特征，

因地制宜，集制氢、加氢于一体的“分布式氢气

站”将成为主流。后续京能集团将在北方选取试

点地区，推动实现示范引领和突破。同时，继续

探讨研究政策突破，梳理项目审批流程，为政府

提供参考和建议。 （京能科技 王正兴）

积极落实“双碳”目标
推动氢能产业健康发展

集团首届分布式氢气站研讨会圆满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