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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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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云鹤

6月26日晚的活动中，王尽美
之孙、诸城王尽美研究会副会长
王军以及3名党龄超过50年的老
党员带领10名青年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

据了解，王军的党龄已经有
44年，其他三位党龄都在50年以
上的老党员分别是：有着52年党
龄的大众报业集团离退休干部职
工党委委员、离退休干部职工第
一党支部书记、原大众日报政教
新闻部主任，集团审读委员会总
监邢作岳；有着51年党龄的原山
东省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辛国
金；有着50年党龄的大众报业集
团离退休干部职工党委委员、离
退休干部职工第三党支部书记，

原大众报业集团行管处行政科科
长马淑凤。

10名青年党员上台为4名老
党员献上鲜花。之后，王军领誓，
带领老党员、青年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现场所有人一起见证这一
庄严的时刻。

谈及重温入党誓词的感受，
王军仍然感到澎湃和热血。这次
和其他老党员一起带领青年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王军认为这也是
另一种形式的红色传承。青年党
员代表表示，跟着有几十年党龄
的老一辈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感
觉无比自豪，作为年轻党员，要努
力传承革命先烈伟大的爱国主义
精神，增强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也要将这种精神具体落实到工作
中去，不辜负老一辈人的期望，不

辜负国家的培养。
王军在接受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采访时表示，爷爷王尽
美曾在济南求学，求学期间积极
投身五四爱国运动，爷爷与邓恩
铭作为济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来到济
南，自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济南是一座红色城市，也是将红
色精神传承下去的城市。”

王军讲道，爷爷逝世时父亲6
岁，叔叔才2岁，他对爷爷的认识
首先来自家人的描述，但更多是
长大后从资料上、书本上了解的。
王军的父亲生前留下一条横幅，
内容是“祖孙三代奋勉传”。从此，
他就将收集和讲述爷爷王尽美事
迹的任务从父亲手中接了过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云鹤

6月26日晚，王尽美之孙王军
在节目演出前接受了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采访。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山东省
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人。他是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
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0年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
“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
研究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921
年，作为代表参加中共一大。1925
年8月19日，病逝于青岛，时年27
岁。

王军在采访中表示，记得小
时候他曾经问父亲“爷爷为什么
那么年轻就去世了”？那时候，父
亲可能担心说太多小孩子理解不
了，只是简单回答了一句“累的”。
王军还是疑惑：“爷爷干很重的活
吗？”父亲说，“他给很多人干活。”
爷爷给很多人干活，所以很多人

都会怀念他，这是小时候王军对
爷爷的理解。

等到长大后，他从书本上、材
料上对爷爷有了更多的了解。“在
家里，父亲很少和我们讲爷爷的
故事，他想让我们自己去体会。”
王军说，“爷爷的事迹让我们感到
光荣和自豪，但更多的是给我们
一种责任，要对自己有更高的标
准和要求。”

王军讲述，爷爷叫王尽美这
个名字，是他加入共产党之后改
的，出自他写的那句“尽善尽美唯
解放”。这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激
励和鞭策，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尽美”两个字，很容易就会使人
想到“尽善尽美”这四个字，尽可
能地、竭尽全力地去追求完美的
事情。如何达到？那就是不惜生
命，为了信仰而奋斗，这就是尽善
尽美。当他笃信一个尽善尽美的
理论，为尽善尽美的信仰展开奋
斗，他心中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愿

景，或者说初心。他希望在他和战
友们的努力下，成就一番事业，这
个事业就是要使我们国家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要让人民群众当
家做主，过上好日子，逐步实现伟
大的共产主义。

王军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爷爷留下的遗嘱只有一
句话：“希望全体同志好好工作，
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共
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为了这个初心，为了使命，我们党
前赴后继，无数人不惜牺牲自己
宝贵的生命。

1973年，高中毕业的王军回
到家乡山东诸城，作为知识青年，
在家乡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退休后，王军回山东的次数更勤
了。“诸城就是我的根，我多次回
来，家乡不断发展变化，人的生活
水平及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家
乡人民淳朴、向上，追求尽善尽美
的美好生活的愿望没有变。”

王军讲述爷爷王尽美改名缘由

“为了信仰而奋斗，这就是尽善尽美”

新老党员重温誓词，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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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
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6月26日晚，“百年风华·
齐鲁初心”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壹
首好歌唱给党”大型展
演活动，在济南奥体中
心北广场激情唱响。社
会各界齐聚一堂，共同
演绎红色经典，为党的
百年华诞献礼。

诸城王尽美研究会
副会长、王尽美嫡孙王
军，山东省科技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直属机关
党委书记于书良，山东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马福义，山东
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姜慧，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教育长
王军，山东省档案馆副
馆长郑东辉，山东省委
党史研究院（山东省地
方史志研究院）二级巡
视员姚丙华，山东社会
科学院副院长韩建文，
大众报业集团党委常
委、副总编辑魏武出席
了当天的展演活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演绎红色经典
献礼百年华诞

展演共分“初心”“奋进”“筑梦”三个
篇章，融入合唱、交响乐、舞台剧、朗诵等
多种艺术形式，每个篇章都精选了最具时
代鲜明特征的红色经典进行演绎，深情表
达齐鲁儿女矢志不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和奋斗情怀。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
在咆哮……”26日晚，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
唱响彻济南奥体中心，展演活动也在慷慨
激昂的歌声中拉开帷幕。首先进行的是“初
心”篇章，《红船精神》朗诵、《南湖的船、党的
摇篮》合唱等经典节目依次上演，彰显中国
共产党跨越百年历久弥坚的不变初心。

“奋进”篇章，首先上演的是歌曲串烧
《红旗飘飘+少年》，展现了新时代现代化
强省建设中奋斗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跟着共产党走》随
之唱响，这首歌诞生在山东省沂南县孙祖
镇东高庄村，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无限
崇敬热爱和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紧
随其后的是舞台剧《八女投江》，展现了东
北抗日联军八位女战士崇高的民族气节
和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斗争精神。中
国金话筒奖获得者、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
会主席李敏和国家一级播音员、山东省朗
诵艺术家协会理事张广良还带来了深情
的朗诵《中国红》。舞台剧《战“疫”时刻》再
现了风雨同舟、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英
勇场景。《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大合
唱随后倾情上演，各界群众用歌声表达坚
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拳拳赤子之心。

一颗小小的种子，总有一天会长成大
树；一个小小的梦想，汇聚成光明的未来。
在“筑梦”篇章，山东省红领巾艺术团交响
乐团、济南市槐荫区外海实验学校海之声
合唱团、济南市市中区泉欣小学欣声合唱
团、山东鸿雅国际艺术学校，在山东歌舞
剧院交响乐团长号教授周汝军的指挥下，
带来了少儿交响乐表演和合唱表演。

展演活动最后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的党员代表带来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当旋律响起，在场观众纷纷起立
全体大合唱，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为祖
国和人民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先烈后人领誓
铮铮誓言响彻现场

跨越百年，初心不变。在互动环节，诸
城王尽美研究会副会长、王尽美嫡孙王军
来到了展演活动现场。在他的带领下，3位
在党超过50年的老党员和新近入党的10
名青年党员代表，共同重温入党誓词，铮
铮誓言响彻现场。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
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一生
信念坚定矢志不渝，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光辉典范。

展演活动前，王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我是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后代，自己本
身也是有4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这是红色
基因的代代相传，是党的初心和使命落到
一代代人身上。”

场内场外融媒互动
为党点赞上大屏

展演现场，“百年风华，为党点赞”长
图互动融媒产品正式发布，以手绘长图形
式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场
观众纷纷拿起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二维
码，观看手绘长图，并为每一个伟大历史
时刻点赞，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在线上
线下所有人的积极参与下，大屏幕上不断
滚动点赞头像。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今
年以来，大众报业集团全面深入做好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宣传报道，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发挥主流媒体责任与担当，全媒
策划、立体呈现，推出一批主题鲜明、形式
新颖的策划活动。今年3月启动“壹首好歌
唱给党”红歌联唱征集活动，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涌现出一批献礼建党百年的优秀
文艺作品。

本次展演活动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
行政学院）、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山东省
地方史志研究院）、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山
东省科技厅、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
生态环境厅、大众报业集团指导，由山东
省音乐家协会、大众报业集团机关党委、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主办，由济南文
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老干部活动
中心、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局
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协办，中建东孚、保利山东置业、恒
天财富特别支持。

展演活动全程通过齐鲁壹点现场直
播，并联动腾讯、新浪、抖音、快手等同步
直播；活动精彩短视频花絮，通过抖音、快
手、视频号等平台同步展示。

百年风华
为党点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静 岳致呈

6月26日晚，展演活动现场
精彩纷呈，场内座无虚席，气氛
隆重热烈，很多观众纷纷拿出
手机合影留念。张先生从网上
看到活动消息，特地带着儿子
赶到活动现场。张先生说：“希
望孩子能够感受这种氛围，在
党的关怀下茁壮成长。”

小朋友们洋溢着蓬勃朝气，
活动现场听着红歌一同跟唱。

“非常好！超棒！”跟着爷爷奶奶
一同看节目的梦梦连连点赞。

活动也吸引了大批市民在
场外驻足。今年72岁的王先生
说：“生活在这个时代下的年轻
人是幸福的，‘壹首好歌唱给
党’是激励大家奋斗的一种形
式，也是对党的百年华诞的祝
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长图互动融媒
产品重磅发布，上线100秒获赞86 . 5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朕

手绘长图展现四大篇章
5分钟领略建党百年风华

为了更好地展现中国共产
党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
和伟大征程，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经过近两个月的策划，重磅
推出“百年风华，为党点赞”长
图互动融媒产品，以手绘长图
的形式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为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风华点赞。

随着H5手绘长图的缓缓
推进，一幅波澜壮阔的建党百
年画卷徐徐展开。从1921年到
2021年，追随着建党百年的脚
步，“百年风华，为党点赞”长图
互动融媒产品以中国共产党
100年历程中各个时期的重大
历史节点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主
线，分为《开天辟地》《改天换
地》《翻天覆地》《经天纬地》四
大篇章，在浓缩的5分钟阅读时
间里，多维度、全景式展现建党
伟业的百年脚步。

手绘长图涵盖中共一大、抗
日烽烟、建国大业、抗美援朝、改
革春风、香港回归、神舟飞天等33
个标志性事件，除此之外还展示
了一系列在党的百年辉煌画卷
中留下浓墨重彩的齐鲁人物和
山东故事：爱党拥军，用青春和
热血谱写动人乐章的沂蒙红嫂；

“敢为天下先”，让贫困落后的寿
光成为“中国蔬菜之乡”的原寿
光县委书记、新时期县委书记
榜样王伯祥；先后六次打破集
装箱装卸世界纪录的新时代产

业工人楷模许振超……手绘长
图以生动的融媒互动与用户、
读者一起表达对党的感恩之情
和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互动专区
观众纷纷打卡留念

6月26日晚，在“百年风华·齐
鲁初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暨“壹首好歌唱给党”大型
展演活动现场，“百年风华，为党
点赞”长图互动融媒产品正式发
布，互动产品的二维码出现在现
场大屏幕上，大家踊跃参与，点
赞者的头像在大屏幕上一一浮
现，点赞的总数量不断攀升。

不仅如此，展演现场还设
置了“百年风华，为党点赞”长
图展板互动专区，参演人员和
现场观众纷纷前来打卡留念。
线下观众和线上壹粉也可以在
齐鲁壹点扫描二维码观看手绘
长图，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屏幕
点赞，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当
浏览到让您印象深刻的瞬间
时，只要点击右下角的“拍摄分
享”，H5就会根据画面内容自
动生成您的专属海报。您可以
将个人专属海报发送至齐鲁壹
点情报站，参加#百年风华，为
党点赞#话题互动，与全省各
地壹粉一同庆祝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表达对党的真挚祝福。

王尽美之孙王军以及3名老党员带领青年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壹首好歌唱给党，现场歌声慷慨激昂。

舞台剧《八女投江》展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在场外驻足。
A4-A5版摄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中 戴伟 王鑫

“壹首好歌唱给党” 观众连连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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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图展板互动专区，参演人员和现场观众纷纷打卡留念。

6月26日晚，在“百年风华·齐鲁初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暨“壹首好歌唱给党”大型展演活动现场，“百年风华，为党点赞”长
图互动融媒产品正式发布。现场大屏幕上出现互动产品的二维码。

随着时间的推移，点赞者的头像在现场大屏幕上汇聚，共同拼
出“百年风华，为党点赞”八个大字，网友点赞的总数量也在大屏幕
上实时滚动显示。短短100秒，场内场外观众就通过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长图互动融媒H5点赞86 . 5万。

66月月2266日日晚晚，，““百百年年风风华华··齐齐鲁鲁初初心心””庆庆祝祝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成成立立110000周周年年暨暨““壹壹首首好好歌歌唱唱给给党党””大大型型展展演演活活动动在在济济南南奥奥体体中中心心北北广广场场激激情情唱唱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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