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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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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刀与铁锤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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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因世界杯而多彩
杨长安

至今 兰考人民提起焦裕禄
还是那么满怀亲情
滔滔不绝
仿佛这位亲民爱民的县委书记
从来没有离开他们
仿佛那些催人泪下的事迹
就发生在昨天
当年 他带领群众与“三害”斗争
在兰考的 470个日日夜夜
他把党的宗旨诠释得淋漓尽致
内涝、风沙、盐碱自然灾害
也成就了一位共产党干部的
凌云壮志和博大胸襟
为让群众吃饱肚子
他奋笔写下
拼上老命干一辈子
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的豪言壮语
470个日夜不长
但在群众的草屋、牛棚的时间
却不短
暴雨中他和群众在一起
风沙中他和群众在一起
冰雪中他和群众在一起
饥饿中他和群众在一起
得知群众的孩子病了没钱治
他自掏腰包
得知老人病了
他走进低矮的土房看望
得知泡桐挡风沙

他就带领群众种植泡桐
重整排水渠 抗涝
翻地培新土 治盐碱
县委书记的办公室没人
焦裕禄进村串户走访去了
他和群众同吃住 没日没夜
群众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了
焦书记却走了
那天 36万兰考群众恸哭
一位大爷泣不成声地说
焦书记是为我们累死的呀
就是这样一位县委书记
就是这样一位父母官
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人
心里总是装着群众
唯独是没有自己
他亲手栽下的泡桐树枝繁叶茂
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焦桐
兰考县也成为泡桐之乡
焦裕禄病危时对组织说
我活着没有治理好兰考
我死了就埋在沙丘上
我要看着群众治理好兰考
群众在焦裕禄遗像前送上
一簇盛开的泡桐花
以最淳朴的方式
悼念心中的好书记
永远的焦裕禄

（作者单位：晋兴公司）

炎炎盛夏日，激情世界杯。
四年的轮回，四年的等待，万众瞩目

的 2018 俄罗斯世界杯火热开赛了。32
支球队历经预选赛的洗礼，最终以最佳
阵容、最强实力脱颖而出，为了大力神
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比赛中。

足球是现代世界上最成功的游戏，
它能使每个参与者从中获得情感满足；
但体育竞技是靠实力来说话的，强弱胜
负是一般规律，不过足球比赛的胜负却
存在巨大的偶然性，稍不留神机遇就可
能倾向弱者，打破人们预料的格局：从各
小组第一轮比赛情况来看，东道主俄罗

斯队赢得开门红，阿根廷队被冰岛队 1:1
逼平，巴西队与瑞士队 1:1 握手言和，加
上德国队首轮输球，让夺冠结果变得更
加扑朔迷离。人们看到了上演帽子戏法
的 C 罗，错失致胜点球的梅西，也见证了
戈洛文的声名鹊起……俄罗斯世界杯一
幕幕精彩大戏牵动着每个球迷的心。

世界杯最不缺的就是悲剧与喜剧，

催泪的往往是瞬间轮转；无论世界各地、
无论城市、乡村，无论校园、街市，都将上
演一场由所有球迷、伪球迷自导自演的
夏日狂欢。在午夜时分，或一群人围坐，
喝着啤酒、啃着肉串，为了心中的球队时
而捶胸顿足，时而欢呼跳跃，疯劲十足；
或一人静卧，盯着电视，缄默不语，然而
内心在激荡，心里在欢呼，这就是球迷的

自我表现，这就是球迷自己的狂欢。
随着比赛渐入佳境，各支球队争夺

小组出线权，比赛将会更加激烈，每一场
比赛都事关生死荣誉。因此每一场比赛
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大片，充满悬念，值
得细细欣赏；在这一个多月里，猜冠军归
属，看球星闪现，惊“黑马”扬鞭，足球将
成为整个世界谈论的热门话题。虽然每
场比赛亮点不同，但球迷都能从中品味
到 足 球 带 来 的 魅 力 ，体 会 到 观 赏 的 快
乐。或悲或喜的足球故事，将会带给球
迷深深的回味。

（作者单位：镇城底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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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前的 7月
上海法租界内一所再寻常不过的

房间里
镰刀与铁锤
俩个来自工农革命战线的无畏战

士
冒着被军阀巡捕拘捕与杀头的危

险
把布尔什维克与社会主义革命的

火石
送到被黑暗长期笼罩着的房间里
那一刻
整个房间都亮了
中国的红色革命
就像迷途搁浅在暴风骤雨中的航

轮
从此迎来指引航向的太阳
嘉兴南湖的游船啊！
你能给我一个具体的讲述吗？
讲述一下两兄弟
在腥风血雨的革命年代
怎样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与千般

禁锢
假扮商贾细谈生意
在细雨斜风的南湖游船上
书写一曲高谈理想阔论革命的浪

漫

97年后的 7月 1日

这是一个好日子啊！
镰刀铁锤
俩个老兄弟迎来建党 97岁华诞
你俩依然像当年闹革命那样赤胆

与忠诚
你俩没有疲惫
你俩不知停歇
你俩士气勃发
你俩一路奔前
红旗鲜艳 乐曲高扬 歌声铿锵
那响起的嘹亮歌声里
是人们对你俩所代表的党的拳拳

忠诚
更是人们发自心海的赞歌
一曲感怀往昔展望未来的赞歌
镰刀与铁锤的赞歌！

(作者单位：西山热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