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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江 苏 省 委 老 干 部 局 
中共江苏省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 

苏委老干〔2021〕40 号 
 
 

关于全省离退休干部庆祝建党100周年 

主题征文评选结果的通报 
 

各设区市委老干部局、离退休干部工委，各县（市、区）委老干

部局、离退休干部工委，省直各单位老干部工作部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引导离退休干部在党史学

习教育中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今年 3 月，省委老干部

局、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部署开展全省离退休干部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征文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加

强组织领导、广泛宣传发动、精心部署实施，广大离退休干部积

极响应、热情参与、踊跃投稿，以笔抒怀，以文言志，唱响时代

主旋律，汇聚发展正能量。 

在各地各单位推荐报送基础上，经过综合评审，评出 300



 

─ 2 ─

篇获奖作品，其中一等奖 20 篇、二等奖 50 篇、三等奖 230 篇，

同时评出 10 个优秀组织奖（名单附后），现予以通报表扬。在

这些作品中，老同志们结合亲身经历和所学所思，深情讲述在

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难忘往事，热情讴歌党的

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充分展示了老同志不忘革命初心、

永葆政治本色的精神风貌，表达了老同志永远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全省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要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深入

推进老同志党史学习教育，引导老同志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积极投身以“开启新征程，银发再出发”为

年度主题的“银发生辉”志愿服务行动，多为事业加油鼓劲，多

为发展建言献策，多为大局汇聚力量，为履行“争当表率、争做

示范、走在前列”的重大使命，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现

代化篇章作出新的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附件：1. 全省离退休干部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征文获奖 

名单 

      2. 全省离退休干部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征文活动 

优秀组织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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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中共江苏省委老干部局       

中共江苏省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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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省离退休干部庆祝建党100周年 

主题征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20 篇） 

 

南京市 

《走近你，爱上你》  陈春生 

无锡市 

《和美之风扑面来》  江海良 

《春天的故事》  刘金南 

徐州市 

《建党百年赋》  冯洪明 

常州市 

《“老支书”教我树信仰》  唐国和 

苏州市 

《为党宣讲一辈子》  李直 

《党永远在我心中》  顾天鸣 

南通市 

《陕北来的老红军》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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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图浮华三千 只为小岛书香》  倪松高 

连云港市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礼赞》  王传元 

淮安市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张登瀛 

《世界上最闪亮的一颗星》  周士凤 

盐城市 

《我家的红色故事》  陈峰 

扬州市 

《从吃“泔水馒头”谈起》  马生宏 

镇江市 

《颂建党百年 品幸福味道》  梅月红 

泰州市 

《浓浓红色家书情》  胡亚亭 

宿迁市 

《我从延安来》  张珍珍 

省委办公厅 

《访“三村”联想》  钱协寅 

《新华日报》社 

《从六盘山峰到延安窑洞》  杨建华 

省交通运输厅 

《路、河、桥》  吴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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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50 篇） 

 

南京市 

《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刘轶才 

《我所遇到的老共产党人》  蒋玉康 

《离休印象马昭宏》  邓小文 

《因为我是党的人》  方克毅 

《回忆过往心潮澎湃 美好前景信心满怀》  王广义 

无锡市 

《百年华章昭初心，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王冠英 

《我所受的初心教育》  富耀南 

徐州市 

《青春在马兰》  孟新民 

《春风化雨育良材》  赵均 

《讲好风雨路上的故事》  王华超 

常州市 

《春风又绿录安洲》  周纪龙 

《一个普通农妇的家国情怀》  黄家伶 

《永不忘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  崔庆平 

《从老物件看今昔》  徐澄范 

苏州市 

《三次渡过鸭绿江》  王仁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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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昆山的变化看祖国的巨变》  顾卫东 

《喜看祖国新农村  遍地盛开蒋巷花》  杨标 

南通市 

《一句嘱咐 终身承诺》  吴光明 

《梦逐硝烟》  董志勇 

《往事悠悠，最是难忘“削高沙”》  夏立明 

连云港市 

《我的姑姑“董大姐”》  董自伦 

《那星星之火永驻心间》  张学德 

《初心不忘  党旗飘扬——讲述老爸的抗战故事》  郭小平 

淮安市 

《从“六个杰出楷模”看家庭教育对周恩来的影响》  过向宏 

《践行三牛精神，写好教育答卷》  卜廷才 

《筑牢共产主义信仰之魂》  苗成彬 

《肝胆相照断忆》  荀德麟 

盐城市 

《射阳河—我故乡的河》  张德才 

《我的第二次生命》  许如礼 

《饮水思源颂党恩》  袁连美 

扬州市 

《百年沧桑铸辉煌  细看家乡换新颜》  姚茂年 

《唱红歌、踏征程  革命熔炉育新人》  姚学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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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自信万岁—我家前两代人与后三代人之比较》  晏学文 

镇江市 

《美丽乡村行—采自家乡农村真实生活的几朵花絮》  冯广友 

《家乡的道路情结》  周启明 

《童年的小康梦》  徐珍奇 

泰州市 

《渡口·渡船》  翟山明 

《钱江潮涌党旗红》  王永生 

《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精神永远激励着粮食人奔向远方》

沈君民 

宿迁市 

《三代人的笑》  刘顶赛 

《宿迁，传递给世界的名片》  张良杰 

《山乡巨变谢党恩》  马偿经 

省委宣传部 

《乐为农村改革鼓与呼》  杨仪 

省委老干部局 

《伟岸和坚毅——我心中的党》  葛洪彬 

省委党校 

《我亲身经历的一次关于我省率先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决

策》  黄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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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学技术厅 

《南钢巨变》  姜文韬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绽放的玫瑰》  梁瑞璋 

省文化和旅游厅 

《战火中淬炼的红军标语》  周晓平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解放战争初期我在上海参加的学生运动》  褚正 

省统计局 

《擎旗自有后来人》  施令同 

 

三等奖（230 篇） 

 

南京市 

《信仰恒久远》  谷以成 

《南京农村宣传文化二三事》  巨涛 

《探寻红色足迹  回望峥嵘岁月》  毛鹏 

《从抗疫胜利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与伟大——

颂歌献给党的 100 岁华诞》  王来和 

《有了党的坚强领导 未来的南京更美好》  戴维新 

《回忆伯父革命经历，传承前辈家国情怀》  范时鸣 

《从“三个四”看雨花台区二十年的巨大变化》  张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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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跟党走  合作共事岁月稠》  车亚平 

《入党考验纪实》  祝辉 

《雨花台的风骨》  张晓阳 

《跨越 67 年的初心守望》  马士杰 

《我亲身经历的那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陈华光 

《忆百年沧桑巨变 展望最近的未来》  张海功 

《人民政协大有可为》  刘颖 

《放鸽子》  程冰蘅 

《学党史 感党恩 永远跟党走》  过伯元 

无锡市 

《我家三代人的追求》  朱迅 

《我们的马政委》  张产胜 

《唯一的选择，毕生的追随》  张伟民 

《唱响“关工好声音”》  陈宗安 

《百年华诞风雨程，唱支赞歌颂党恩》  张秉忠 

《唱支山歌给党听》  丁淑霞 

《学史入党，永远跟党走》  秦肇荣 

《想起当年入党时》  金志标 

《坚定信念，永跟党走》  许之伦 

《伟大的党孕育伟大的精神》  黄东 

《追寻先烈足迹，传承红色基因》  李建国 

《学党史忆家史，跟党走永奋斗》  熊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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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铺就文化繁荣路》  陈为民 

《永远紧跟共产党，海枯石烂心不变》  吴宏南 

《为农机事业耕耘奉献》  王仲章 

《人这一辈子，就为踏踏实实做点事》  严建平 

《生逢其时，国泰民安》  陈海兴 

《难忘农业农村改革中党的教导》  许谷秀 

《听党话跟党走，尽心作贡献，为党添光彩》  顾永祥 

徐州市 

《不能忘却的记忆》  刘振生 

《话鼓楼传奇，颂百年辉煌》  张义松 

《不忘初心牢记党恩》  祝家华 

《北望有座郝家大院》  任传志 

《热血丰碑赋》  刘汉超 

《一张党报寄深情》  刘广金 

《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初心》  孙继岭 

《一片赤诚心向党》  张同成 

《不忘当年大碗茶》  张让 

《信仰引领我们远航》  蔡可祥 

《初心催我向前行》  魏桂粤 

《银发党员老有所为，热心助农为党旗增辉》  程耀民 

《通读〈中国共产党简史〉的体会》  戚卫平 

《我学习百年党史的一点体会》  侯敬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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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党恩献身教育》  刘升灿 

《学习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党建源头汲取历史营养》  邓守云 

《为党的事业一直奋斗着》  周嵩山 

《学史明理，永远坚定跟党走》  陈宪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精准设计”读懂党的为民初

心》  朱乐峰 

常州市 

《感悟新时代的常州精神》  沈建钢 

《我的社区》  孔根林 

《三张照片》  洪善申 

《回家的路》  钟斌成 

《党助我圆了科普作家梦》  王瑞良 

《运河换新貌  景象清绿美》  邵竞梅 

《父亲的胸怀》  张卫星 

《“编外党支部”的故事》  曹玉兰 

《进村三惊喜》  王田夫 

《家乡的河》  龚国良 

《军民鱼水情  宗旨再认识》  季刚芹 

《讴歌高铁》  王道清 

《三代人的爱心接力》  王玲君 

苏州市 

《从红小鬼到护林卫士》  邢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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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再远 不忘来时的路》  王道伟 

《我心中的昆山》  孔维虎 

《我与埭中的不解之缘》  冯晋发 

《心中长存感党恩 此生初心永不忘》  杨和生 

《党旗下的四代人》  严丽英 

《传承红色基因 汲取奋斗力量》  袁桂舫 

《永恒的信仰》  顾小明 

《深深感党恩 永远跟党走》  徐建成 

《我的中医家庭》  钱永褆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祁震 

《百年华诞忆党恩 爱党家风代代传》  吴阿宝 

《党的光辉照我心》  程秋生 

《我爱北京天安门》  鲁曾如 

《我心向党 传承红色基因》  赵长征 

《感受第二故乡家乡新面貌》  夏业生 

《红色记忆永存心间》  王安吉 

《忆旧时往昔  感党之恩情》  王凤媛 

《红旗飘飘心澎湃》  陆水才 

南通市 

《梅松竹颂  华诞永嘉》  沈益兵 

《代代都做党的人》  缪铁山 

《布谷声声颂党恩》  沈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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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止息的赤子之心》  谢梦平 

《星湖放歌》  邢卫兵 

《鲜红党旗下 昭史育新人》  陆子森 

《农宅的红色故事》 季守能 

《母亲》 姚卫民 

《学党史悟初心 感恩党跟党走》 朱永继 

《老陆家的房子》  黄健元 

《吃水不忘共产党》  赵富斌 

《追梦永远在路上》  薛雨泉 

《生命如钟》  张卫军 

《党旗引路 人生正道》  丁力 

《八一村的幸福歌》  钱广裕 施志义 

连云港市 

《铺满鲜花的家乡路》  孙希贵 

《有一种激情在胸中回荡》  宋斌华 

《与伯父穿越时空的交流》  周春军 

《战士心头党旗红》  孙朝喜 

《我的故事》  周浦 

《浪漫双人车》  王家业 

《革命理想高于天》  雷生保 

《致敬英雄儿女》  张祖森 

《忆党史 传基因 铸辉煌》 潘玉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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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神灵》  尚庆学 

《永远跟着党 初心永不变》  贾成章 

《向党交一份申请书 一生跟党走》  费祝兰 

《铭记历史  不懈奋斗》  冯寿绕 

《学党史 悟思想 强党性》  李敏新 

《台儿庄——一座血色丰碑》  林农 

淮安市 

《淮安人民身边的黄继光》  籍海林 

《安居》  韩修贵 

《为民请命的县委书记李仲英》  沈锋 王忠珍 

《撬动国家献血法的退休干部》  武勇 

《淮阴的工业化圆梦之路》  刘晨 

《英雄何须在“战场”》  毛立发 

《水乡儿女话党恩》  孙金顺 

《对横沟寺农民武装暴动的文化考量》  邵景元 

《成长感党恩 银发再生辉》  裴茂仁 

《记一颗初心  一生践行的夏玉琏同志》  夏玉江 

《红心永向党》  杨振华 

《幸福大道党指引》  胡湖 

《牢记历史 不忘初心》  陈新民 

《我的外公孙汉文》  董伟玲 

《不忘初心的老战士》  杨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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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不辍报党恩》  张士旺 

《学习党史，坚守三心，走好三步路》  张太宁 

盐城市 

《百年征程创奇迹》  马钦林 

《与党同龄的百岁母亲》  朱留荣 

《回望二〇二〇》  张晏斌 

《再唱山歌给党听》  巴建华 

《老树见证新村居》  夏牧 

《故乡路》  宋本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  徐秀夫 

《忘不了，不能忘》  姚岱 

《人生加油站》  胡加宏 

《农民住别墅》  彭玉清 

《甘港，从春天的故事里起航》  卢冬红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蒯本标 

《党比亲娘还要亲》  仓林卿 

《东台人呀真幸福》  蔡云 

《党永远在人民中》  沈文宽 

扬州市 

《我的父亲与独轮车》  王宝贤 

《写给党的一封信》  韩寿高 

《故乡的路》  杨传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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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三边”滋养 厚植信念根基》  陈振荣 

《太阳·大地·母亲》  郝立良 

《心花瓣瓣永献党》  朱德兰 

《汲取初心“永动能”  发展时代“新脉搏”》  陈浩 

《青春献战场  牵手共余生》  朱国凤 

《拐杖》  隋鹏举 

《党是我力量的源泉》  赵有锁 

《风雨同舟：从 2003 年 7 月 5 日扬州特大暴雨说起》  高

文朗 

《从两幢半厂子的旧扬州到美丽大扬州》  曾恒威 

《学党史 颂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  王玲华 

《我幸运 我幸福 我佩服 我自豪》  郑华武 

《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激励我不断克难前进》  莫良钧 

镇江市 

《百年兴党之道—学习〈中国共产党简史〉读后感》  黄祖良 

《敬礼百年华诞 建设老兵看句容》  林福全 

《队里来了个高部长》  顾明社 

《从衣食住行变化 看建党百年伟大成就》  陈志华 

《穿越时空的信息年代》  陈莲生 

《改革开放改变了我家的命运》  钱维亚 

《艄公号子》  唐荣寿 

《坚守初心 不负使命》  谈建勤 



 

─ 18 ─

《忆初心 往事漫记》  武家仪 

《家乡巨变颂党恩》  李学贵 

《“耕者有其田”说》  朱锦才 

《坚守信仰 永葆本色》  曲乃仁 

泰州市 

《沐浴党的光辉—我家从“文盲世家”到“高知家庭”》  陆

金荣 

《红心跟党永不变 传承家风勇担当》  宗家林 

《学习党史 感悟人生》  戴凤鸣 

《一家四代心向党》  于生银 

《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袁来红 

《百年赋》  张春官 

《一个老兵的情怀》  贾德春 

《赤诚为党 无悔人生》  于文海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一心向党》  吕继禹 

《往事回眸》  刘俊林 

宿迁市 

《党旗在我心中》  童见才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永放光辉》  杨崇祥 

《历经磨难 更显辉煌》  张修斌 

《看家乡变化大 感党的恩情深》  纪兆工 

《路》  刘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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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记忆》  朱颜 

《党的富民政策好 人民幸福指数高》  刘红 

《民富国强 成就辉煌》  何爱华 

《党在我心中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张华训 

《永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吴以民 

省纪委监委 

《战地历练险中行》  陈世凡 

《念念不忘交纳党费》  裴义红 

省政协办公厅 

《誓将余热献母亲》  胡益贤 

《不负期望》  吴镕 

省高级人民法院 

《难忘岁月》  徐影清 

省检察院 

《父亲与党的“七一”情结》  陶建国 

省委宣传部 

《满怀深情讲好中国故事》  周强 

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我登上了夹金山》  邹嘉南 

省档案馆 

《喜看泗洪城乡新貌》  宗来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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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党校 

《岁月流逝 初心永恒》  陆九云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纪念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梁鸿博 

省公安厅 

《无法忘怀的一位农村党员队长》  朱兴宝 

省民政厅 

《老兵话当年》  杨焕堂 

省司法厅 

《在守卫大桥的日子里》  芮剑魁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我把军歌作铃声》  施佐明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党的政策惠村民》  丁舜祥 

省农业农村厅 

《坚持党的领导 始终服务群众》  凌根生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没想到  想不到》  孙国平 

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感悟红旗渠》  王正宇 

省广播电视局 

《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故事》  贺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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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学技术协会 

《昔日茫茫沙荒 今朝绿海果都》  王惠珍 

省演艺集团 

《战地坑道当舞台 对着电话机给前沿志愿军战士唱歌》  

李黎燕 

南京医科大学 

《人生、理想、价值》  卢建华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学党史 忆校史 初心点滴回顾》  张芝和 

南京审计大学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乔

春华 

苏州大学 

《党的光辉照山村》  程战铭 周玉宝 

常熟理工学院 

《我家三代母亲的不同人生——建党百年之际有感》  王菊艳 

江苏大学 

《我深深地热爱中国共产党》  李国文 

《讴歌勇于担当的共产党人》  汤水源 

扬州大学 

《党的阳光照耀，生活幸福步步高》  王志成 

《我为什么要入党》  刘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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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工学院 

《新四军军歌之“问”》  张礼高 

盐城师范学院 

《从“吃不饱”到“吃不下”看人民生活的变化》  沈宏兰 

徐州医科大学 

《恩深似海——记我的三位母亲》  王战英 

江南大学 

《听党话，跟党走——我与食品的六十年情缘》  姚惠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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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省离退休干部庆祝建党100周年 

主题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名单 

（10 个） 

 

南京市委老干部局 

无锡市委老干部局 

徐州市委老干部局 

常州市委老干部局 

苏州市委老干部局 

南通市委老干部局 

淮安市委老干部局 

扬州市委老干部局 

省交通运输厅离退休干部处 

扬州大学离退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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