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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脉连绵起伏，山的大潮如海，一
朵浪花与另一朵浪花，无法阻隔，也无法区
分……

门头沟区是革命老区，从清水河畔、大
山皱褶里的星星之火，到建立京西山区中共
第一党支部，再到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平西
抗日根据地，直至新中国的诞生，一面鲜红
的党旗，镰刀斧头叠加的神圣，集合起十万
大山的巍峨。英雄的老区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用血和命，撑起艰苦卓绝的岁
月与时空，谱写了大山儿女的不朽与光荣。

清水高小的星星之火

一条 河的源头远于岁月，一座山的根
脉超越史书。

灵山和百花山是门头沟境内的山峰，
两座山都被水打开并牵引，创造着人类的家
园与历史。

从两座山流出两股水，于塔河口处汇成
清水河，河边的村子就叫清水，建于辽代。
村内的双林寺原是百花山瑞云寺的下院，寺
内有立于辽统和十年（992年）的经幢，明嘉
庆年间，村子根据地势分为上清水和下清

水。1924年，下清水建立了高级小学。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平西山村的革

命力量如烧不尽的野草，呈现顽强的生命
力。1928年3月，中共《顺直省委第二期工
作计划》中提出：“北京西郊农运，以西郊作
中心，速即发展扩大组织领导斗争。”1931
年春，中共河北省委保署特委派共产党员
贾汇川以教员身份到下清水高小开展活
动，将革命的火种播到平西深山。虽说是
小学，但山区学校的学生年龄偏大，接受能
力较强，贾先生向学生介绍《狂人日记》《阿
Q正传》《超人》《转变后的鲁迅》等进步书
籍，宣传革命思想，使学生们懂得了阶级压
迫和阶级斗争。随着学生们对革命思想的
接受，1931年8月，校园里以“桃园三结义”
的方式，成立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
帝大同盟。学生韩晓升、吕光明、杜春金、宋
恩庆、崔兆春、董凤毛、张殿忠、王成宽、周万
章等首批会员聚到一起，在共产党员贾汇川
的带领下庄严宣誓。星星之火，点燃了苍凉
沉寂的山村。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学校，师生们在
反帝大同盟成员的带领下，积极开展揭露国

民党当局，宣传抗日的救国活动，贾汇川因
此受到敌人监视，上级党组织指示“同盟”设
法将贾汇川转移。“同盟”成员崔兆春是在青
白口学校任教的共产党员崔显芳的儿子，他
与父亲联系，崔显芳立即将贾汇川聘请到宛
平七区青白口高小任教。

崔显芳1888年生于田庄村一户农民
家庭，1922 年至 1924 年在上海读书期间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平西地区最早的共产
党员。1924年，他带着《共产党宣言》等红
色书籍回乡，在平西山区以办学行医为掩
护，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成为一
枚坚韧的火种。贾汇川安全转移到青白口
高小，崔显芳与上级党组织派来的贾汇川
接上了关系。

1932年，上级党组织又派人到下清水
高小继续党的地下工作。反帝大同盟成员
陆续毕业离校，成为革命的火种，四处蔓
延。1934年，共产党员王坤载以教员身份
来下清水高小。1936年，他同弟弟王崇实
第二次到学校，先后发展了杜春永、史广通、
史孟月等20多人加入反帝大同盟。抗战爆
发后，这些人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

民族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
1932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北

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大纲（节录）》指
出：“北方会议认为，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北方各省的党的组织与党员群众，在极端艰
难的环境之中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并获
得一些成绩；……组织与领导了北平的反帝
示威与建立群众的反帝同盟组织……”

这时的青白口高小，贾汇川和崔显芳主
持党的革命活动成为永定河冰层下的暗流，
隐秘并强劲。1932年，发展了有进步思想
的学生赵曼卿、张又新、师永林等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同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平
市委派陈非到青白口、田庄一带发展团员，
建立团组织。魏国元、魏国臣、刘天才、魏元
章、师守琪、高永俊、高连波、崔景元等优秀
的热血青年相继入团。1933年 8月，这些
共青团员大部分转为中共党员，党的队伍不
断壮大。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捕，贾汇
川、崔显芳等研究决定，将党组织的堡垒
——青白口高小迁至宛平七区的偏僻山村，
崔显芳的家乡——田庄。

（未完待续）

旗帜旗帜，，集合起十万大山的巍峨集合起十万大山的巍峨（（一一））
马淑琴

《北京卫视》热播的46集电视连续剧《风
筝》，看完后可以说是接受了一次触及灵魂、
非常醉心的党课教育。为什么如此评价呢？
是因为该剧让历史发出震撼之声，它表现出
中国共产党员那种坚如磐石、用生命践行诺
言，真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和
忠诚信仰。

说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和
忠诚信仰，该剧中的优秀特工郑耀先和在隐
秘战线牺牲的曾墨怡、程真儿、陆汉卿等是
我们的一面旗帜。

郑耀先，生前为少将，是军统戴笠八个
王牌特务之一的老六，绰号“鬼子六”，出了名
的心狠手辣。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位打入敌
人内部多年的地下共产党员。代号，风筝。

潜伏多年的丰富经历，使他对党的坚定
信念是：“干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如果党没有
叫你牺牲，那你就要千方百计保存自己，隐
蔽自己。哪怕是被自己同志误解、追杀，也
必须不择手段咬牙生存下去。”他就是用生

命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祝你一路顺风，送你上路的是你的同

志，你不要恨他行吗？就是你被捕前那份未
送出的情报，现已到达延安。你还有什么遗
憾吗？”“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曾墨怡望着
老六的目光中，充满了诡异和不解。

剧中由他亲自处决曾墨怡、他的上线陆
汉卿惨死在他眼前的那一幕幕，着实令人扎
心，那可是自己的同志、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共
产党员啊，身穿将校呢军服的老六心如刀绞。

说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和
忠诚信仰，他怀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有一
种神圣的责任。他不愧是一名优秀特工，一
把插向敌人心脏的尖刀。军统、中统的怀
疑、跟踪、暗杀，女儿、孙儿误解离他而去，他
说：“这行的规矩，我懂！”为了攻破“影子”一
案，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他整整隐姓埋
名32年。他把“我是共产党员”刻在心中，牢
记使命，坚定信念，忠诚信仰。

剧中，他问徒弟马小武说：“对理想的执

著，也可以是一种信仰。那是一种甘为理想
而献身的信仰，缺少它，情报员就等于没有
灵魂，这你懂吗？”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从事隐
秘工作的情报员缺少信仰，就等于没有灵
魂。那么，我们今天进入新时代，共产党员
缺少信仰，同样等于没有灵魂。我们懂吗？

当窗外响起《东方红》的报时音乐后，组
织上给他发放了补助费。为了省钱，仲秋过
后他穿着一身破旧卷毛的中山装，裤子打着
补丁，脚下穿着夏天那双破旧凉鞋，啃着干
粮，带着水壶，拖着残腿，坐着硬座火车，从四
川一站一站地来到北京。当组织上答应有
什么要求也要满足他时。“把来时的车票给
我报了，给牺牲的同志立碑用。到天安门广
场看看升旗。我这一生，再也没有遗憾了，
和那些牺牲的同志相比，至少我看到这面红
旗。对于一个老兵来说，维护了至高无上的
国家利益，这就是最高的荣誉。”

1979年11月1日零点18分，他在北京
协和医院向国旗敬礼，停止了呼吸……

有人说，被自然洗过的人，才是真正的
人。我要说，被生死考验过的人，才是真正
的共产党人。看过《风筝》这部电视剧，带给
我们深刻的反思，扪心自问我们能够做到
吗？应该说，这部电视剧，给我们上了一堂
生动的党课，在庆祝建党101周年之际，我们
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在隐蔽战线上工作和牺
牲的共产党员。

把“我是共产党员”刻在心中
——观电视连续剧《风筝》有感

刘庆玲

5月，本该带着暮春
牵着长线

和孩子放飞阳光
放飞永定河上的蓝天

5月，本该把诗情
留给原野

留给一段山路
或者让心情

在自由中绽放
在书页里流连
——因为疫情
我们却不能

我们是社区工作者

作为社区工作者
防疫抗疫是头等大事

不能为老人做的
不能为孩子做的
不能为自己做的

都装进了家事的口袋
我们和三个“五一”
种下的忙忙碌碌
种下的每一天
都成了节日

每一个节日都写满了
“劳动者”的奉献

虽然有泪水
虽然有焦灼

但辖区九千多户
两万多人口的
健康与平安

都成了我们的牵念
他们被攥在了我们手心里

被搁在了我们心窝里
我们扛着责任

也扛着重托和期盼

劳动节前,疫情
仿佛冲溃了长堤
围追堵截般嚣张
不该来的都来了

周边区县、附近社区
出现了确诊病例
我们社区工作者

像战士全副武装奔赴前线
“全员核酸检测”——

在安康小区、原街道办事处
在矿建街268号院

三个新冠核酸采样点
记录了我们的职责
记录了我们的坚守

核酸检测以48小时为单位
以24小时为单位

进行三天两检、一天一检
市区级信息夹杂着
“大数据派单”

居家隔离“14+7”……
所有报备和弹窗

引燃了5月
引燃了紧张和不安

这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
我们都在全力以赴
今晚18:30-21:00

我们还将加班儿
现在检测到了第三轮

5加2，白加黑
我们早已习惯

就像每天披着星光回家
每天托着晨晖上岗
每天依然把歉意

挂在孩子和老人的耳边
当然，每天的工作餐

也渐渐咀嚼出了家的味道

我们是社区工作者
冰天雪地提心吊胆的日子

我们过来了
后背烤得可以煎饼的日子

我们过来了

社会面清零
常态化管控

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呀
锤炼了我们的筋骨
考验了我们的意志

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最重要
怎样才是爱国爱家

所以，“圈门”这片阵地
因为我们的值守而没有失守

看国旗飘飘，党旗猎猎
山河依然，初心依然

如今，本社区10户因密接
因途经而居家隔离者

9户已经“解封”
“绿马”正一路奔腾

“绿马”铸就了全民的坚守
这些，缘于党的领导
缘于我们的共同努力
因为觉悟正不断成长

因为民心已攥紧了铁拳

如果，把这场战“疫”比作旗帜
旗帜上只写4个字：

人 民 至 上

人民至上——
为了人民

为了辖区百姓
我们已把织密社区防护网

作为一种无畏和神圣
为了人民

为了辖区百姓
为了幸福安康的好日子

我们社区工作者
要做真正的桥梁和纽带

要做百姓最贴心的
小棉袄和小马甲

永远都要冲在第一线

我们愿用青春和热血
筑起抵御病魔的血肉长城

我们曾默默并无数次
向全社区居民

向爷爷奶奶大爷大妈
向祖国、向党保证——
京西的这片“绿水青山”

我们守得住
首都的西大门

我们守得住……

社区工作者
李迎杰

晴雨表
王过冬

清晨，风把我吹醒

将梦揉成碎片

睁开眼，拿起手机

打开绿色的健康码

“核酸1天”

看着这张通行证

我露出了安然的笑

马路上，戴口罩的都看不出表情

但出行的人都戴着安全标志

各种各样的口罩，48小时的核酸

48是一个吉祥数又是一个幸运数

相信以后以48为代言的会很多

扫码，测温，登记

增加了我的存在感

同时也获得了安全感

新冠是可恶

但给人类上了一堂

人生哲理课

在憎恨它的时候

贴上一个辩证的标签

在它无情的肆虐下

演绎出无数感人的故事

白衣天使亮出了大无畏的精神

测温，扫码，登记

每一个数字都是那么温馨

我与口罩结下生死之交

保持着两点一线安全距离

走出大门向着核酸监测点走去

天空蔚蓝，阳光明媚

小时候，我家住在村西张家
坡下四奶奶家的小院里。解放
前，四奶奶唯一的儿子被抓走，充
了壮丁就再也没有回来。四爷爷
和四奶奶就一直在城里闺女家
住，家里的两间灰房和一个小院
就租给了我家住。

农村里的房子都矮，也窄，两
间小小的灰房，我总担心高个子
没法进屋。院子也小，围墙也矮，
只到大人腰间，外面的青山毫无
遮挡，夏天的时候一片翠绿，在院
子里就能够一览无余。生活在这
里，眼睛太有福气了，春看山花冬
看雪，晚上还可以看到繁星点点，
视线极为宽阔。

屋后有一棵大枣树，浓密的
树枝覆盖了半个房顶，每到秋天
采摘时节，我可以从房顶爬到树
上，然后再从树干上爬下来。树
杈上挂着一个荆编的鸡笼，垫着

厚厚的麦桔。但是白天是看不到
鸡的，那些鸡们悠闲的很，都去刨
开草根找虫子吃了，天一擦黑才会
陆续回来，然后飞到树上钻进鸡笼
里睡觉。早上它们走后，到笼子里
摸一下，会有几个鸡蛋卧在那儿，
这是鸡们存在的最大价值。

小院前边是一块修整过的菜
园，篱笆都是斜插进去的，一个个
菱形的空隙均匀好看，上面爬满
了豆角秧和喇叭花。菜园里，种
着一些蔬菜，绿的是黄瓜、小葱，
红的是辣椒、红柿，还有韭菜、马
莲混在其中。在菜园里劳作，时
不时要推开枝桠，若不然准会被
这些枝蔓拦阻。一些农具摆放得
整整齐齐，收在篱笆的角落。篱
笆上有个小门，靠近门这边没有
种菜，而是种了许多花。一个用
白灰砌起来的小平台是专门放花
的地方，一个个粗粝的瓦盆，里面

长着菊花、指甲花、旱荷花等，特
别好看。平台最左边是两棵斜长
着的白杏树，其中有一棵枝头已
经伸出了篱笆外。一到春天，满
树的花朵开的格外灿烂。

晨曦中的小院，阳光透过低
垂的叶子投下斑斑驳驳的树影。
夏日晌午，微风徐来，满院的花草
摇头晃脑，瓜果馨香，尤其是香白
杏，那味道太诱人了，简直无法抵
御。我就在这个院子里长大，院
子里的一草一木都陪着我，从早
上的露水到夜晚的星光，都是属
于我的幸福。

童年的小院推窗可见绿，抬
脚即进园。有儿时的鸡鸣狗吠，
有黄昏时父亲叼在嘴上的旱烟
袋，还有星辰下母亲所讲故事里
的织女牛郎。从前的时光，虽清
贫、简单，却快乐无忧。现在想
起，仍觉万分留恋。

童年的小院
张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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