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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周年 我自豪,我是共产党员！

万勇，2014年9月进入延安市科
技馆工作，先后在科技馆外联部、办
公室任职，曾荣获“市科协系统建党
100周年优秀党员”称号。

2014年，延安市科技馆新馆正
处于紧张的筹备开放阶段，万勇担
起了科技馆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建
设工作的重任。线上平台建成后，
万勇积极学习新媒体知识，在馆内
率先探索新媒体语言运用，组建青
年通讯宣传小组，同时积极探索线
上科普宣传新模式，使科普更加快
速便利地服务社会公众。

2017 年，万勇调至办公室工
作。其间，他紧紧围绕单位重点工

作，参与起草各类文件达13万余字，
并作为主办干事，圆满完成了文明
单位创建、院士工作站申报、高校基
地建设等重点工作任务。

2016年，万勇加入了延安市科
普创作学会，致力于科普图书的创
作与宣传。几年来，参与完成了《筑
梦科协》《延安科技馆画册》等多本
科普图书和画册的编撰，为我市科
普宣传和理论总结贡献了积极力
量。

万勇说：“我是一名党员，一名
科普工作者，我将始终从公众的科
普需求出发，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
学精神，满足公众科普需求。”

万勇：为延安科普事业贡献力量
记者 刘小艳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
员这个称号意味着使命，意味着
不断前进。”延川县融媒体中心记
者、青年党员王博说。他认为，选
择了记者这个行业，就要不怕吃
苦，就要有更多的付出和努力，更
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时刻在工作中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

今年是王博踏入新闻行业的第8
年：“这些年里，在记者岗位上不断历
练、不断成长，让我不断认识新闻、认
识自己，虽然辛苦，却倍感幸福。”

采访中，王博与同事们一起见证
了延川县城的蝶变，见证了农业产业

的发展，见证了部分群众从贫穷到过
上幸福生活的转变。

新闻界有句行话：“视野之内有
新闻，脚板底下出新闻。”王博认为，
写出好作品，除了要有强烈的事业
心、高度的责任感和深厚的业务功底
以外，还必须有不畏艰苦、深入采访
的品质。

王博说：“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见过的每一个人，报道的每次事件，
都让我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我将
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学习，增加知识
储备、不断充实自己，采写出更多、
更好的新闻作品，让延川好故事、好
声音传播得更远。”

王博：让延川好故事、好声音传播得更远
记者 叶四青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退伍老
兵，我将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尽职
尽责，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为新
时代建设贡献力量。”陕西省劳动模
范、宝塔区市场监督局综合科副科
长李海安说。

李海安曾参加对越防御作战，
率领全体突击队员战斗在老山最前
沿，多次负伤坚守火线，背回 6名牺
牲战友，23名重伤员。和队友向一
线运送弹药、食品等物资数十万公
斤，为前线作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其所在突击队荣立集体一等功，所
在班荣立集体二等功，个人荣立一

等战功。
复原工作后，他从事物价及市

场监管工作 30余年，多次办理公开
曝光价格欺诈案件，向市区广大业
主退还天然气工程工料费、装修押
金和转供电等费用 290多万元。在
延安两次抗疫过程中，他不顾个人
安危奔波街头稳定物价，下沉街道
社区开展防疫工作，被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评为抗击疫情先进个人。

“一日当过兵，终生是战士。面向
未来，我将立足本职工作，拿出军人本
色，凭着一腔热血和责任担当，继续为
人民群众做好服务。”李海安说。

李海安：在平凡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记者 李星棋

“共产党员就是要走在前，干在
先，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才
是最美丽的人生。”这是叶虎军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朴素的理解和发自内
心的表白。

2010年，在部队服役的叶虎军
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2017
年，叶虎军转业分配到延安市第四
人民医院，成为一名负责人事管理
的办公室干部。2021年，在我市承
办“十四运”工作中，叶虎军被市卫
健委抽调到综合协调组，之后，他同
该组的其他同志一道，经过共同努
力、互相紧密配合协作，出色地完成

相关工作，“十四运”组委会向他颁
发奖励证书进行表彰。

2021 年 10 月，叶虎军被调到
市文旅局，成为一名质量监督管理
所科员。年底，面对我市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叶虎军主动申请
成为一名下沉基层干部。在此期
间，他和其他单位下沉干部一样，
不畏风险困苦，坚定信心，以一名
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主动为
小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并利用个
人资源优势筹集物资为困难群众
捐助，为基层疫情防控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

“17年前，当我在党旗下庄严宣示
时，就坚定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信
念。后来我有幸成为生态环境保护铁
军中的一员，我更坚定要立足工作岗
位，从干好每一件小事做起。哪怕只
是微不足道的贡献，但只要看到蓝天
数增加一天、水质变好一点，就是恪守
了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延安市生态
环境局综合科科长吴江涛说。

2013年强降雨期间，吴江涛一
个月时间坚守岗位没有回家。2020
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吴江涛放
弃春节假期，起草制定了全省第一个
《肺炎疫情医疗废物环境管理工作应

急预案》，每天往返于空荡的街道，心
中也没有任何畏惧和怨言。

工作期间，吴江涛经常会接待群
众信访和接受业务咨询，事无巨细，他
都能耐心细致进行解答，不和稀泥、不
推诿扯皮，努力做到“提笔能写、开口
能讲、问策能答”，他曾3次被评为全
市政协提案办理先进个人。

“‘延安绿’‘圣地蓝’的背后有一
群和我一样默默无闻的党员干部，每
天做着一件件小事，忠诚的守护着圣
地的绿水青山，让火红的党旗在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一线高高飘扬。”吴江
涛说。

吴江涛：忠诚守护圣地绿水青山
记者 郑鹏 通讯员 冯雪

叶虎军：奉献的人生最美丽
记者 崔东

谢成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
通讯员 高翠翠 呼未龙 记者 任琦

记者在延长县呼家川村见到老
党员谢成仁时，他正端坐在院子里
给村民讲述他的故事。因为年纪大
了，老人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有
关入党的事情，却历久弥新。

1948年 7月，年仅 26岁的谢成
仁经组织批准，正式成为一名党
员。入党后，谢成仁始终坚持哪里
有需要就扎根在哪里，任劳任怨，以
身作则。后来，谢成仁担任了呼家
川村村支书，一心带领村民搞生产，
脏活累活他总是抢在前头，处处以

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言
行。

如今已百岁高龄的谢成仁，每
天下午7点，都会准时坐在沙发上收
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大事和大政
方针早已成为谢成仁生活的一部
分。特别是全国两会、党和国家的
重要会议召开前，老人总会提前几
个小时就打开电视频道等候观看。
看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谢成仁由衷
地感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

高小梅是市审计局的一名高级
审计师，1998年参加工作，2004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平凡的岗位，
高小梅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
心，用 24年如一日的满腔热忱倾身
于审计、成长于审计。

从 2013年至今，高小梅一直从
事延安新区建设项目的审计工作，面
对新区任务重、专业知识多元化的考
验，她利用繁忙的工作之余，努力学
习新知识，虚心向审计同仁请教，勤
练过硬的业务技术本领，成为既懂造

价又懂施工技术、施工工艺的一专多
能的综合型审计人员。

作为局里的业务骨干，高小梅
接下的任务总是“烫手山芋”，但她
始终保持“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
为”的劲头，坚定地履行审计“经济
卫士”职责，参与主审的多个项目被
评为优秀审计项目。

高小梅说：“与审计相伴的日子
始终充满了光辉和荣耀。我会一如
既往地昂首前行，不惧风雨，为我市
审计事业贡献光和热。”

高小梅：为我市审计事业贡献光和热
记者 孙艳艳

炎炎夏日，坐上车号为“陕
J00978D”的 K28路公交车，座位上
的一方方小小凉席叫人顿时心下舒
爽。夏有凉席冬装坐垫，这都是该
车驾驶员赵春艳自掏腰包置办的，
为的就是让乘客更加舒心一些。

“只要乘客舒心，我就踏实。”这
是赵春艳自 2015年 6月成为一名公
交驾驶员以来一直所践行的初心与
担当。

大雨中，她冒雨为老人送伞。网
友留言：“这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的
爱。”她却说：“顺手相帮是人之常
情。”疫情中，她在车上备好口罩督促

乘客做好个人防护。乘客说：“特别
感动，小小的口罩温暖了一车人的
心。”她却说：“我的岗位就是为乘客服
务的。”……从凌晨到深夜，走冬春过
夏秋，一桩桩、一件件，赵春艳所驾驶的
K28路公交车上的暖心故事说不完。

“7年了，我开着K28路公交车
在延安这座城市来回转着，把乘客
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看到他们高
兴我也很开心。”今年 3月正式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的赵春艳说，“成为一
名党员，我特别自豪。在以后的工
作中，一定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干
好本职工作，起好带头作用。”

赵春艳：只要乘客舒心，我就踏实
记者 刘彦

编
者
按 又是一个火红的七月，又是让人心潮澎湃的日子。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101岁的生日！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9671.2万名。这个数字表明，我们的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并不断蓬勃发展壮大。这个数字令人欣喜，令人振奋，尤其是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倍感自豪。宝塔巍巍，映照不改初心；延河滔滔，召唤牢记使命。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延安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豪情满怀，意气风发，他们
纷纷表示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立足岗位作奉献，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我是一名有着 12年党龄的社
区基层工作者，我时时刻刻以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五心’服务，
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张婷婷说。

张婷婷是宝塔区南市街道杜甫
川社区主任，多年来，她深入群众，积
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群众
交往的过程中，努力让自己做到有爱
心、真心、热心、耐心、信心，急群众之
所急，真心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

张婷婷认为，作为一名社区工作
者，要面对大量繁杂琐碎的小事，而
这些小事均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都

需要用心去做好。只有带着感情工
作，才能融入工作，只有付出真心、爱
心，心里装着群众，装着使命，才能和
居民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只有和群众的关系更密切，自己才更
有信心做好社区工作。

“每次看到群众因为我们的帮
助，而解决困难时，我的心里就特别
开心。”张婷婷说，今后，她会一如既
往发挥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尽心
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服务好每一位
群众，让自己的青春在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发光发热。

张婷婷：用“五心”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记者 李欢

王媛媛：竭力保障延安百姓用药安全
记者 谷嫦瑜

王媛媛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
品监管科科长、市药品安全放心工
程办公室主任，她从事药品监管工
作 10余年，始终不忘初心，为民监
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为保
障延安百姓用药安全贡献力量。

疫情暴发初期，王媛媛积极响应
组织号召，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工
作中。她深入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
机构检查紧缺药品质量，严防死守特
殊时期非法途径药品购用，市区内
350多家药品经营企业、35家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她走了一遍又一遍。

2021年 1月初，疫情反弹，按照
省药监局要求，王媛媛积极思考，主
动作为，改进传统的统计汇总方法
数据实效性不强，准确率不高的问
题，设计完成共享表单，通过小程序
二维码分享给辖区内的药品经营企
业，让销售人员通过扫描二维码进
行 4类药品实名销售登记。4天内，
全市通过扫码收集实名购药信息
23036份，无一差错。

在王媛媛的带领下，延安市药
品安全放心工程专项工作先后受到
省药监局专报表扬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