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我的入党故事”征文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 获奖者 单位

一等奖

十年圆梦，不忘初心 刘蔚 安徽省铜陵职业学院

三次申请入党的故事 杨忠诚 贵州省公安厅离退休干部处

初心如磐 不忘使命 周振海 江苏省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虎丘）生态环境局

在非洲最苦的日子里入党 姚峰 外交部财务司

我的入党情怀 黄继跃 湖北省航测遥感院

4700 米，预备到正式的“海拔高度” 孙进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司法局

俞垛司法所



“跟党走”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蒋代跃 重庆市璧山区委组织部

从小跟党走，永远跟党走 革 晶 江西省大气探测技术中心

把最火热的青春献给党 孟辉民 山东省东平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初心“种子”成长记 庞晓静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马营镇政府

归侨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滕洪胜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

火映党旗写忠诚 于涛 北京市残联

和初心再相见 张薇 陕西省汉中市公安局政治部

家风引领我走进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谢国民 浙江省直机关工委

那封被“拒绝”的入党申请书 周蒈 重庆市委党校

三次思想入党 安磊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一定要有共产党员的样子 李雪梅 中国建设银行党务工作部

我的入党故事 黄庆 四川省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规划发展处

榜样 马益民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我的入党故事 田明健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

新巴尔虎右旗税务局

二等奖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张焕长 江苏省苏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

执法局

我的一份入党申请书 伍贤福 湖南省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榜样激励我前行 李惊涛 陕西省汉中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汤佛 湖南省长沙市星辰在线

铭刻入党初心 践行青春使命 张莎 陕西省汉中市委办公室

水火考验中的“三份书信” 陆敏强 上海市长宁区消防救援支队

入党后，我赴滇轮战 陈理斌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政协



坚定的信仰 无悔的抉择 许小震 陕西省汉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封志愿书 于晓光 中科院人才中心流动党员管理部

追忆入党初心 砥砺奋斗意志
阴红兵

焦瑞

山西省介休市气象局

和母亲一起入党 杨力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电视台

心之所向 素履以往 李雅哲 湖南省长沙市委政法委

赤子红心永向党 熠熠光辉伴我行 王琦川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局

我的入党故事
王超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

蜀南气矿泸州炭黑厂

回望来时路，不负有志人 张伟航 中国银行党务工作部

初心不改梦归处 刘素琴 贵州省务川自治县委办公室

立志为民 兑现承诺 吴立民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初心因岁月磨砺愈久弥坚 张奎宇 陕西省汉中市科技局

彝家儿女心向党 李锦昌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疆局

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田鹏展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税务局

手写的入党申请书 张琪 广东省韶关市直机关工委

不忘初心 永远跟党走 巴秀丽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两代人的心愿 孙东岳 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委宣传部

一家四代人不变的初心 李 雷 山东省司法厅法治调研处

光荣在党 17 年 杨凯 湖北省委台办

坚守初心跟党走 张厚美 四川省广元市生态环境局

伸手摘红叶 我取红透底 王昕浩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我把忠诚献给你 施向军 江苏省张家港海关后勤管理中心



我的入党故事 王虎 咸阳市作家协会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 梁辰 贵州省务川自治县政府办

三等奖 坚守初心 立足岗位 当好“螺丝钉” 段超 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

我心向党，此生光明 曾鸿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普定县税务局

一颗红心永向党 砥砺前行谱华章 王珍 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办公室

入党回眸 陈珍成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誓词引领前行 初心伴我成长 李菲菲 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中心支行

要有“党员的样子” 刘政 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

愿做百灵颂党恩 郭晗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

《共产党宣言》陈列馆

不忘初心扬红帆，海事巾帼绽芳华 王陈绩 深圳海事局

心中有颗“红星” 周玉成 中国铁路上海局



大灾面前方显共产党员英雄本色 宋世智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我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 李永灵 陕西省汉中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燃烧青春的火焰 宁静 深圳海关缉私局深圳湾分局

寻梦初心 砥砺前行 许婷婷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税务局

中年，我的信仰属于党 周元伦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公安局

初心不改 使命长存 谢刚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悟初心、守初心、践初心 陈舒斐 福建省直机关工委党校

我的入党故事 张景钟 山东省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

我的入党故事 邓伟 台盟中央联络部

父亲引领我入党 李海琴 国家统计局南充调查队

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 刘芳瑜 农工党中央研究室



我的入党故事 陈明 江苏省苏州市体育局

入党领路人 李安丽 重庆市渝东开发区党政办

点燃红色记忆 重温红色情怀 刘路平 辽宁省妇联

父亲，我的入党引路人 李玉洲 山东省司法厅组织人事处

岁月如歌 初心不渝 陈垚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汉中市税务局

追忆往昔话党情 不忘初心跟党走 杨露军 山东省戒毒监测治疗所专管二大队

父亲教我用一生写好入党申请书 陈海贤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

党委组织部

我终于成长为你的样子 屈浩 深圳市下坪环境园

四写入党申请书 徐晟 湖北省安陆市涢东学校

榜样的力量 张志平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黑龙江局二三二处

根植于心的红色记忆 钟俊 深圳海关缉私局莲塘缉私筹备组



听党话跟党走 陈善健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第二稽查局

我的入党故事 唐亮 四川省广播电视局 704 台

路 金琪 深圳海关缉私局惠州港分局

不忘初心，追求无悔 刘文博 中国银行审计部辽宁分部

一块坚硬的石头 彭成亮 重庆市荣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我与《红岩》的入党情缘 陈爱平 河北省邯郸涉县新北关小学

三次入党申请经历 黄深甫 广东省肇庆市纪委监委

七年党员之路 曾秀琀 贵州省务川自治县纪委监委

我的入党故事 罗玛诗艺 湖北省空间规划研究院

我的入党故事 王殿辉 青海省西宁市政协

我的入党故事 姚瑶 全国妇联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



（中国妇女外文期刊社）

我的入党故事 童雪明 杭州市委编办

革命红心代代传 历久弥新永向前 张艾 中国进出口银行转贷部

青年干部践行“三心”担使命 雷雨 重庆市巫溪县城厢镇人民政府

我的入党故事 李敬源 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气象局

心中的灯塔 李良旭 安徽省马鞍山市出国人员培训学校

我的 1997 詹海燕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党办

不忘入党初心 努力追赶超越 唐丽玮 陕西省汉中市人大常委会

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 蔡元帅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审计处

优秀奖 铭记那神圣时刻 马玉顺 山东省临朐县第一中学

我姓党，共产党的党 党萌 湖北省钟祥市东桥镇东桥小学

在党旗下成长 陈永 北京市门头沟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



帕米尔高原上的坚守
李红菊 国家税务总局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税务局

一颗红色种子的成长
王维 湖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三峡机场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

追随的夙愿 手心的旗帜 李菁菁 江苏省南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深植心中的情愫
杨喜鹏 中国核工业集团 404 有限公司

第五分公司

想把入党故事说给你 张婷 中南冶金地质研究所

一名普通党员的八年 朱思思 四川省青川县司法局

而立之年的一封入党申请书
蒋婧潇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

东南派出所

我的入党故事 刘淑慧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我是家里的第一位党员 张月 江西省景德镇乐平市委党校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洪曼绮 国家统计局驻马店调查队

心之所向 一往而深 向凯 贵州省务川自治县营商环境建设局

做新时代合格党员 创新征程不俗业绩 魏靖 陕西省汉中市委编办

父亲的教诲 谢蓄洪 湖南省长沙农村商业银行望城支行

在执着中前行，在考验中历练 王日军 山东省戒毒监测治疗所戒毒医务科

我的入党故事 郭稳稳 山东省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

那年那月党旗红 王成明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生态环境局

油灯闪闪放光芒
张淑兰 陕西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七里村采油厂

用党徽的光芒照亮前行之路 赵芳 山西省气候中心

昭昭如日 不忘初心 唐玲 江苏省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



忆入党经历故事，展海事如磐初心 林曼超 深圳海事局

我的入党故事
王艳娟 国家税务总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税务局

我的入党故事 苏艳梅 重庆市北碚区医疗保障局

入党是个严肃事 魏建华 甘肃省会宁县农业机械局

入党是我的无上荣光 柳伟 江苏省张家港市委老干部局

重温入党志愿书 罗贞燕 云南省墨江县委县直机关工委

我的入党故事 易康 深圳海关缉私局惠州分局

十八岁的誓言 奋斗终生的信仰 蓝嘉俊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福田区税务局

不负嘱托 践行初心 胡光贤 贵州省盘州市委政策研究室

我的入党故事 彭述扬 重庆市九龙坡区委直属机关工委

做新时代的红色传承者 郑开秀 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



仙人桥镇人民政府

初心矢志不渝 叶和旭 浙江省温州城市大学

忆初心·我的入党故事 徐诚焕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信访局

传承过往 矢志前行 刘浩源 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信都区税务局

两代人“党心”的接力
靳艳妮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解放路西安路小学语文组

老张激励我前行 张建新 山西省定襄县气象局

迟到但唯一的选择 吕宁 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

我的入党故事
彭霞 湖南省长沙市就业与社保数据

服务中心

太公的故事 毕鑫安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委统战部

太爷爷与党共成长 经小美 南京市气象局



我的入党故事 陈健敏 南京市气象局

我的世界从党开始 吴信宇 华南师范大学

学好百年党史 传承红色基因 马海瑞 国家税务总局廊坊市开发区税务局

无悔的选择 冯晓敏 陕西省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不忘初心 为民服务
李扬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税务局

追光者的自述 黄林智 深圳海关缉私局惠州港分局

我的入党故事 毛一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初心不改坚如铁 军魂不变当先锋 覃 剑 广东省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我的入党故事 李战华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让平凡的生命绚丽绽放 陶 炼 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

永不停息的脚步 项正文 云南省文山州第一中学



“一波三折”也无法磨灭我的入党初心 杜长燕 广东省台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标签 赵雯雯 浙江省嵊州市人力社保局

入党，我终生无悔的选择 于值昌 贵州省骨科医院

我的入党故事 刘辉 湖北省委老干部局调研处

把青春绽放在路上
周新寰 湖南省平益高速公路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不忘入党初心，牢记党员使命 杜全林 四川省南充市医疗保障中心

点亮心中的明灯 严君霞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妇联

金色的亮光 史慧清 山西兰花科创朔州分公司

我的入党故事 陈燕坤 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气象局

《闪闪的红星》点燃入党初心 刘伟 吉林省敦化市委组织部

我的入党历程 阳雨薇 广东省总工会



我的入党故事 徐航 湖北省乡村振兴局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祝若博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我的入党故事 胡群 科技文献出版社

六份入党申请书 汪志 中核集团甘肃雪晶生化

我的入党故事 邓源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兴义市税务局

我的入党故事 罗铃 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幸福小学

我的入党故事
张云翔 国家税务总局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我的入党故事
程惠甲 国家税务总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税务局

我的入党故事 吴磊 江西省浮梁县气象局

走过的路和留下的脚印 里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委



我的入党故事 王志云 上海市宝山区绿化市容局

我的入党故事 雷文慧 贵州省务川自治县融媒体中心

从“象牙塔”到“小巷” 路侨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圆梦
邓文龙 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

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

父亲的入党心愿 袁传伟 安徽省芜湖市机械厂

我的入党故事 王旋 山东省司法厅

十年入党路只为那抹红 黄磊 江西省丰城市委办

党员先上
娄亮 国家外汇管理局

外汇业务数据监测中心（科技司）

我的入党故事 李强 湖北省水利厅

难忘的入党岁月 张润礼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政务服务中心



党徽照耀我前行 王大全 重庆市璧山区委直属机关工委

难忘那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曹国选 湖南省郴州市生态环境局

我的入党故事 梁旖轩 山西省介休市气象局

我的入党故事 袁超 山东省临沭县交通运输局

历经磨难初心不忘
陈柏强 国家税务总局慈溪市税务局

逍林税务所

我的入党故事
吴静 国家税务总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税务局

因为心中那份向往 熊毅 深圳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

把“担当”挑在肩上 杨 瑞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福田区税务局

梅林税务所

我的入党故事 熊学军 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军营洗礼铸党魂 赵勋礼 四川省南充市水文局

星火燎原的初心 赵翔实 国家开发银行营运管理部

我的入党故事 王雨萍 湖南省长沙市委政法委

三次入党路，终成党的人 谭漫秦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金台镇人民政府

只问初心 不问西东 开丽 南京气象服务中心

青春心向党 圆梦在央行 梁庆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

真情为党和人民当好红色史官 张海军 陕西省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