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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青春筑华章
■邱 昭

一百零一载斗转星移，是一棵幼
苗长成参天大树的时间；一百零一载
春华秋实，是一艘巨轮扬帆远航的时
间；一百零一载日新月异，是一个民
族书写奋斗历史的时间。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啊？从嘉兴
的南湖出发，锃亮的信仰就像一颗永
恒的星辰，点亮夜空的同时，也睁开
了中国的眼睛。当一句浑厚的湘音
在天安门高傲地喊出“中国人民从此
站起来了！”举国沸腾，那是人民的胜

利，
也是信仰的胜利！
今 天 ，我 们 站 在 新 时 代 的 节 点
上，回眸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光辉
历史和一个伟大政党历经百年的不
朽荣光。我们看到一个强大的祖国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昂然屹立，我们看
到十四亿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目
光坚定，脚步铿锵。如果说 1921，是
华夏儿女在破碎的山河中无畏风雨、
无畏炮火、无畏枪弹的岁月；如果说
1949，是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了无数的

喜迎二十大
奋斗新征程
■詹明秋

漫天喜庆诗情动，
又是一年大会时。
百舸争流千帆竞，
波涛在后岸在前。
身似山海挺脊梁，
心似骄阳万丈光。
百卷不再如四壁，
终日恍今朝辉煌。
（一）忆往昔
一百年历经风雨，
一百年饱经风霜。
一百年风雨兼程，
一百年步履铿锵。
一百年魏然前行，
一百年乘风破浪。
挫折后毅然奋起，
苦难中铸就辉煌。
失误后拨乱反正，
探索中收获锋芒。
困局中开创新局，
新局后谱写篇章。
青年接过接力棒，
与众人共汇三江。
（二）西出阳光
亦往昔峥嵘岁月，
小红船已沉巨轮。
车水马龙的长街，
尽显繁荣与辉煌。
鲜衣怒马少年时, 不负韶华行且知。
少年心怀乌托邦，
心怀向阳肆生长。
蓝天终驱散乌云，
红日早日出东方。
（三）
有一段岁月，
波澜壮阔，
艰苦卓绝。
有一种精神，
历经风雨，
延存至今。
有一份信仰，
感天动地，
生生不息。
有一种文化，
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有一份力量，
顽强不息，
辉映未来。
有一个声音，常伴左右，络绎不绝，跨越历史，铭记和传承百年辉煌。
（四）
奔涌的长江里晶莹的浪花始终在翻滚，
祖国儿女的心中爱国誓言亘古不变。
五星闪耀是我们的信仰，
祖国长青是我们的追求。
轻风吹动柳叶细长的嫩稍，
清澈的泉水在石缝中缓缓流淌，
映照出粼粼的波光。
苍天之木，
必有其根。
怀山之水，
必有其源。
源远流长，
是为文化。
奔流不息，
是为江河。
生生不息，
是为中国。
愿以吾辈之青春，
守卫这壮美山水，盛世华章!

压迫、无数的苦难之后，终于在世界
挺起了腰杆，昂起了头颅的时刻；如
果说 1978，是我们民族走向复兴、迈
向富强的开端。那么 2022，则是壮美
蓝图实现之时，从此，改革开放的春
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中国的历史翻开
了崭新的篇章。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步入
二十一世纪的这二十年，十六大到十
九大的顺利召开，百年奥运结束，精
美绝伦的场面让世人震惊的同时也

从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浙江嘉兴
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共一大，到 2022
年 10 月 16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的党的二十大，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
了一百零一年的光辉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
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不断地抵抗着侵略者，并且
最终获得了成功，将中国人民于水深
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
如今，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
们国家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并且强起
来了。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我们
国家已经实现了全面脱贫，这也成就
了世界上脱贫人口最多的历史壮举，
这是多么地伟大啊！
每当漫步在郊野，我都会感受到
翻天覆地的变化。就算是在农村家家
户户也都通电且有自来水，农村的厕
所“革命”成效也颇大，基本上都换成
了现代化的卫生间。家家户户都有小
车，进出便利性极好。农村的网络也
比以前好多了，以前的农村有时候信
号不是太好，甚至有些时候打电话要
爬到山顶或者去几公里以外的地方，
非常不方便，而现在但凡有人烟的地
方 ，网 络 基 本 都 畅 通 无 阻 甚 至 还 有
5G，这些改变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
的印象。这些功劳都来自于中国人民

振奋了国人，中国无论是面对百年一
遇的冰雪灾害还是面对世界罕见的
汶川大地震，都能从容应对，能在短
暂的阵痛之后，重新站起来。这二十
年，是一带一路的共赢发展，是中国
主导的亚投行，是促进世界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 G20 峰会，是抗战胜利 70
周年的大阅兵，是中国女排如钢铁般
坚韧的精神。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是新时代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零一周年。如今，我们走
向国际市场，我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我们的每一步都举足轻重，
我们每一句话语都铿锵有力。
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彼时
我们正当年少。青年中国，中国青
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作为，我们定将以梦为
马，不负韶华。我们定将插上中国梦
之羽翼，
筑梦高空，
开启新的未来！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陈星行
的努力拼搏与国家发展，但最终还是
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带给了人
民如此美好的生活。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
梦人。”这句话是习主席在 2019 年新
年贺词中说到的。短短的一句贺词，
其中包含了无穷意味，里面既有中华
人民为了幸福生活的梦而奋斗，又有
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与人民的未来而
坚持不懈向前进。
忆往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同舟共济，战胜各种艰难险
阻，为了梦想向前迈进，人民过上了好
日子，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脱贫攻坚
也取得了全面胜利，异地拆迁让农民
住进了高楼，成功登陆火星，十四五规
划的良好开局……这一系列的壮举在
中国人民看来是多么自豪。这些成功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五十六个民族一
起奋斗出来的，这些成就我们每个人
都有功劳，所以我们倍感自豪。
“ 撸起
袖子加油干，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些
都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话，也是我们

青年大学生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而要牢记的事情。
回想寒窗苦读的这些年，党和国
家给予了我们九年义务教育、免费午
餐等利于学生的举措，这令无数大山
里的孩子拥有了希望，并且教育条件
也越来越好，这给了我们更好的学习
环境，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学习
而不用担心后勤保障，最终使得国民
素质整体得到提高，国家人才资源得
到了发展。我仔细回想着这一切，党
和国家为了人民在不断努力着，我们
又有什么理由而不努力呢？当前我们
对此最好的回报或许就是刻苦钻研，
磨砺自身吧，以便进入社会以后能够
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世纪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
举，相信新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又将
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更高的高度。当
以吾之年盛，奋华夏之兴，作为新时
代青年大学生的我们，也要永远贡献
自己的力量，一心跟党走，为祖国的
繁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
力！

祖国母亲最好的礼物。在战火纷飞的
努米亚，证权的交替导致许多无辜的
中国劳务人员滞留在战火中。可是我
■吴清雅
们的党，我们的祖国从不会放弃任何
一个中国公民，及时提供救援和实施
百年峥嵘岁月，时过境迁，一个时 言文，白话文的普及，其中伟人们面对
撤侨行动。其中的主人公宗大伟就是
代有一个时代的光辉，一个时代也有 的是千百年来的传统习惯，而他们坚
一个普通的外交官，可是在面对艰苦
一个时代的使命。今年注定是不平凡 定自己的内心，为了新中国的改革奉
的条件，甚至在面对枪口，他都一直坚
的一年，是我党召开二十大之年，亦是 献了一生。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
持保护好每一位公民，将自己的生命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 败，到足以改变中国的“五四”运动，当
放在最后。影片结束后，我不禁对于
在这伟大的时期，
我不禁感慨良多。
时的中国青年以一腔爱国热血掀起了
自己处于一个没有战乱的国家而感到
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是个伟大 一场意义重大当然救国运动，国民的
骄傲和自豪。和平来之不易，是几代
的党，革命先烈们在二十世纪披荆斩 思想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也得到了一个
共产党人他们的血肉给我们换来的，
棘，寻求救国之路。电视剧《觉醒年 新的中国。这些都是最初的共产党人
每每想到这，不禁热泪盈眶。
代》，以一种直观简单的方式像我们展 为我们做的一切，后来的抗日战争，国
过去已经成为了彪炳史册，璀璨
示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辈们的努力和 共内战，共产党始终秉承着为人民服
的当下正在不断地延伸，光明的未来
担当，电视剧虽然对于我们来说是电 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一步步带
需要我们踏实开拓，更需要我们紧跟
视剧，可是对于当时的伟人来说却是 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小康，走向
党的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在真实经历的。从胡适先生的《文学 富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改良刍议》到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
在国庆期间，我观看了撤侨电影
说，再到如今人们抛弃晦涩难懂的文 《万里归途》，我觉得这部电影是献给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三江学院一年一度的迎新晚会如
期而至，五名新生代表在舞台上激情
演说《青春向党，奋斗有我》。他们激
■陈婕 董喆 张宣
昂澎湃，铿锵有力地讲述自己青春担
当和实践经历。
“糜不可初，鲜克有终； 紧接而上，支教两个月的时间，她被孩 乡在乡村振兴的助力下
“发生了翻天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不久的将来， 子对知识的渴求深深打动，
用婉转的语 地的变化”！最后连续三次的齐声呐
他们一定会成就梦想，为自己自豪，成 调道出坚定的话语
“相信未来的自己定 喊：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
是他们奋斗
为三江的骄傲。迎新之火燃烧到了尾 能学有所用！”听，一句铿锵的话语传 的宣言，
更是对未来的期盼。
声，
“ 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 来：
“青年人有坚定的信心，
顽强的意志
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生
现，人生理想的风帆更要靠奋斗来扬 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是集成电路设计专 逢盛世、肩负重任，作为新入学的学
起。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将自己在校 业的白同学在呐喊：
“人生并非坦途，
我 生，我们要胸怀大志，在三江的帮助下
园时就确立的梦想一直坚持到底并准 辈当自强，愿山河无恙，你我共沐时代 发展自身，练就过硬本领。新时代的
备为之奋斗终身。择一事忠一生，听， 安康！
”
又是一阵春风拂面，
张龙舟同学 我们是战士，虽然没有战争，三江学子
这是三江青年接力奋斗的青春宣言！” 温柔却有力的走近：
“我立志努力学习 仍然要将提升自己作为第一要务。强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杨志文 科学文化知识，打破外国科技垄断，为 健的身体与丰富的、知识是我们有力
同学大声呼唤：
“未来的我，
你好！
”
面对 我国的芯片事业做出自己的努力。”银 的武器。当国家和社会有难时我们要
未来，
他说：
“我会永远记得自己努力的 铃般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文学与新 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国家和民族召唤
模样！担大任，
立大志，
明大德；
坚定文 闻传播学院的徐蓉迪用刘禹锡的诗句 时我们要在实践中创新，在奋进中奉
化自信，立好根，铸好魂！”朱思雨同学 “巴山楚水凄凉地”
开头，
欣喜的宣告家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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