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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校毕业季，合影留
念、同学聚餐、约会旅行……每年这
个时候，大学校园的空气里，都弥漫
着一种淡淡的离别情绪。在这样的主
基调下，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
话会触动毕业生们柔软的内心，留下
难以忘怀的印记。显然，那些庄严热
烈的毕业典礼，那些校长们上的“最
后一课”，一定在此之内。

前不久，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毕
业典礼上的一番话冲上了热搜，他对
毕业生的寄语也引起关注。他希望毕
业生记住，融入浩荡历史的生命将永
不凋谢，投身伟大事业的个人将被永
远铭记。他还希望毕业生们“莫为一
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心怀“国之
大者”、情系四海苍生，在为祖国为人
民的赤诚奉献中实现远大抱负。一句
句深刻的话语，引发了很多人的共
鸣。是的，广大毕业生唯有与祖国共
奋进、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
运，把小我融入大我，才能更好实现
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
缘，当代大学毕业生正处在国家发展
的最好时期，既生逢其时，也重任在
肩；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他们
大多数人的成长，告别了物质的匮
乏，良好的生活环境让他们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更趋理性。同
时，他们属于真正的互联网一代，在
多元、包容的时代语境中，他们的视
野更宽阔，更富有朝气。尤其是大学
学习期间，他们一起庆祝了伟大祖国
70周年华诞，见证了中国大地的沧桑
巨变；他们有的参与了脱贫攻坚战，
感受了中华民族消除绝对贫困的自
豪；他们有的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冲
锋在前，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峻考验……所有这些，让毕业生们收
获了不同的磨砺与成长，也使他们切
身体会到了“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
难者进”的道理。

家与国、学校与社会、个人与民
族，从来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每
一名临行的学子，行囊中装下的不仅
是难忘的记忆，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
精神传递。这股精气神来源于风雨中
勇毅前行的中国力量，来源于每一个

倾注汗水和努力的奋斗者，来源于大
学校园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知行合
一的锤炼与熏陶。高等教育的使命，
在于教授知识和方法，更在于培养人
的精神，锻造人的思想，提升人的灵
魂。一场毕业典礼、一番临别赠言，
是大学培养最后的总结和叮咛，它拉
近了学校与学生、学生与时代的距
离，将带给学子们丰沛的精神给养，
让家国情怀的根扎得更深，让爱国为
民的情更绵长，让他们无论身处何
方，始终铭记“热爱祖国是立身之
本、成才之基”。

此去星辰大海，归来仍是少年。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怀有浓厚
的家国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担当。我们相信，这种敢于担当、
务实奋进的精神将一直延续下去，伴
随每一名学子劈波斩浪，去迎接未来
的挑战和无限的可能。

郑端端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每一代人都要跑出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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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
郑 颖

2021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历
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
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北京天安门广场
红旗迎风招展，一派喜庆祥和气氛，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这里
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180 多年的历
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100 年的历
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
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铿锵有力的话语再一次向世界展示
了一个自信的中国共产党是何等的朝气
蓬勃，更昭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比
光明的前景。

潮起潮落，风云际会。百余年前，
民族困厄，苍生落难。无数仁人志士上
下求索，报国无门；各种政治力量轮番
登场，无果而终。洋务运动、戊戌变
法、辛亥革命……一次次轰轰烈烈的维
新求变，祛除不了“东亚病夫”颓废衰
败的病根，终结不了内忧外患的梦魇，

未能改变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
惨命运。在“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慨叹
中，俄国十月革命的火种，点亮了在黑
暗中寻路的希望。

大浪淘沙，唯真信仰不会被黑暗吞
没。1921年 7月，13名来自各地党组织
的革命者在上海法租界秘密集会，以马
克思主义为旗帜，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
巨轮，百年光辉岁月，一部奋斗史诗。
一百年来，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无论
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是开展抗日战争、
建立新中国，无论是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还是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都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
争。今天，中国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
元，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
群体，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
障体系。一百年来，我们党为民族谋复
兴。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救国、
兴国、富国、强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
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
迹，书写下震撼世界的巨变，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
的是历尽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100 年风雨历程，时代变迁，场景虽几
经转换，但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不变的是从未停歇的“赶考”
步伐，不变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
精神力量。一百年来，我们党深扎信仰
之根、砥砺奋斗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激荡红色力量，在实践中浇灌信念之
花，昂扬着“永远在路上”的执着与勇
气，迸发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真理力
量。这就是我们这个百年大党的独特气
质和制胜密码。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
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
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
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
党。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
进路，从救亡图存到复兴逐梦，中国共
产党人始终焕发独特的“东方魔力”，在
历史长河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初心
不改，永葆青春、永富朝气、永远年轻。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一
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
切伟大的事业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距离梦想越近，
挑战往往越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如果丢掉初心

使命，失去活力动力，就会陷于停滞、
僵化，不能继续前进，迟早要被历史淘
汰。只有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坚定信仰
信念信心，敢于迎难而上，在求新求变
中不断破局，不懈奋斗、永远奋斗，我
们党才能永远年轻。我们绝不能躺在过
去的功劳簿上，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
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
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
不断锤炼“赶考”本领，把党建设好，
把道路坚持好，攀登一座座险峰，克服
各种风险挑战，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
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永远走
在时代前列，把几代人写下的大文章写
好写下去。

立志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
正茂，未来仍需风雨兼程。我们已经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意气风
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站在新的历
史节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
每一代人都要跑出好成绩。只要我们保
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万众一
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就一定能
引领承载着伟大梦想的中国号巨轮破浪
前行，驶向更加光辉的彼岸。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2021年6月5日，中国共产党党
员总数为9514.8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
为486.4万个。年轻党员持续增加，35岁
及以下党员达2367.9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24.9%，比2019年底提高0.7个百分点。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年轻党员的
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结构持续
优化，彰显出党的强大生机与活力，展
现出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欣欣向荣的蓬
勃气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
日子里，抚今追昔，令人心潮澎湃、思
绪万千。青春叙事一直是中国革命史和
社会变迁史的重大主题之一。1920 年，
29岁的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首
个中文全译本，为引导大批先进知识分
子和有志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
用。1921年，在故国风雨飘摇中，十几
位青年登上嘉兴南湖的小船，平均年龄
只有 28 岁。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
至，40 多万中国人在抗疫一线申请入
党，宣誓入党的人中，1/3是 90后。回
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的百年历
程，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党的
领导下，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勇敢肩负
起历史使命，与国家同进步、与人民齐
奋斗，用青春之力披荆斩棘，闯关破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2020 年 6 月，习近平
总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
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希望
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
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
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
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党员，如何把殷
殷嘱托转化为强大动力，做好青年表
率，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好的榜样，是最好的引导；好的导
向，可以凝聚强大力量。今年是“七一
勋章”首次颁授，29名立足本职、默默
奉献的平凡英雄获得了“七一勋章”这
一党内最高荣誉，其中包括两名青年党
员：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
心利益壮烈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原分队长陈红军；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
坚事业、谱写了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
秀。正如有评论指出的，“他们已化为
天上的星辰，值得所有人仰望”。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青
年时期，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关键时
期，能不能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尤为重
要。陈红军在一本书中标注了一段话：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
么岗位上建功立业”，他以爱党之情、
报国之行展示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奉
献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只有
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这是黄文
秀在日记中写的一句话，朴实无华，却
道出了年轻的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炽热
初心，她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
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
高情怀。青年党员要以“七一勋章”获
得者为榜样，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养
分，大力弘扬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
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
神，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永远得
到人民拥护和支持。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面
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青年党
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更加坚定理
想信念，发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矢
志拼搏奋斗，抒写共产党人的风采，团
结带领广大青年，以青春之名，续写时
代精彩。

杨维立

以青春之名写时代精彩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就用好
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进
行集体学习，并来到北大红
楼，参观“光辉伟业 红色
序幕——北大红楼与中国共
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
展”；来到丰泽园，参观瞻
仰毛泽东同志故居，追忆毛
泽东同志的卓越功勋和崇高
风范。这一堂鲜活而又生动
的党史课，意义重大而深
远，激励着我们把革命先烈
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
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不
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
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
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
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
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
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
共 产 党 人 的 精 神 力 量 源
泉。”从嘉兴南湖的红船，
到南昌城头的红旗；从瑞金
的“红井水”，到长征路上
的 “ 红 军 被 ”； 从 延 安 的

“红色窑洞”，到西柏坡的
“红色指挥所”；从战火中诞
生的红色根据地，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
正是有了红色基因的赓续，我们才有了开天辟地的勇
气、改天换地的豪气，才创造了感天动地的奇迹、惊
天动地的伟业。宝贵的红色资源、红色血脉，凝聚着
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辛探索和责任担当，沉淀着无数革
命先烈的赤胆忠心和奋斗牺牲，是我们续写光荣、走
向未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也是红色资
源大省。从八一南昌起义，到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从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到瑞金建立苏维埃政权，到处
都留下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足迹；从方志
敏烈士狱中留下的珍贵文稿，到刘仁堪烈士就义前的
铮铮誓言，从 17棵“信念树”的悲壮，到上饶集中营
的斗争，到处都记录着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丰厚的
红色资源，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宝贵的红
色血脉，成为激励我们奋发进取的不竭动力。我们要
将这些生动教材运用好，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先烈的故事，传承不息的红色基因，赓续岁月沉
淀的红色血脉，执着追求、坚定前行。

赓续红色血脉，就要汲取坚贞不屈的信仰力量。
如果说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涵，那么信
仰就是红色血脉的内核。红色血脉发源于共产党人坚
定的信仰，没有了这个信仰，红色血脉就会成为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
交给党去了”，这是方志敏入党时的誓言。为了伟大的
信仰，他一生都过着清贫的生活，即使身陷囹圄，也
依然对革命信仰矢志不渝。正是包括方志敏在内的千
千万万革命者不折不扣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
努力到死！奋斗到死”，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不断取得
胜利。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
初心的本质要求。赓续红色血脉，首先就要筑牢信仰
之基，始终把理想信念之火“烧得旺旺的”，才能在各
种风险和挑战面前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
仍从容”，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
命，为党的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

赓续红色血脉，就要汲取为民造福的初心力量。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红色血脉，是我们党
恪守性质宗旨、为人民牺牲奉献过程中沉淀的时代精
华，是我们党先进性纯洁性的生动体现。党的性质宗旨
是红色血脉的源头活水。赓续红色血脉，就是要让一代
代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战争年代，许多人前赴
后继、甘洒热血；和平建设时期，许多人听从召唤、牺
牲奉献；改革开放时期，许多人锐意进取、顽强拼搏，
都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新时代，面
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要永葆为民初
心，为民谋利、为民尽责，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
在一起，通过辛勤努力和扎实工作，让人民过上更加
幸福的生活，以告慰革命先烈先辈。

赓续红色血脉，就要汲取永不懈怠的奋斗力量。
“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为理想
活着的人，就是这种精神被高度唤起的人。”红色血脉
中蕴含着奋斗精神，浸透着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奋斗
的鲜血和汗水。从“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
明翰，到喊出“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董存瑞；从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到“服务人民不停
止”的杨善洲；从“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的黄大年，到“把希望带给更多父老乡亲”的黄文
秀……各个历史时期的共产党员奋斗目标不同，但都
体现了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成为一面面催
人奋进的精神旗帜。感悟英模人物的崇高，赓续红色
血脉，最终要体现到为崇高事业的不懈奋斗中。征途
漫漫、惟有奋斗。只有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
雄气概，保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埋头
苦干、攻坚克难，才能使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把我们
的事业永续推进。

怀中一寸心，千载永不易。回望过去，一代代共
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勇往直前，书写了永
载史册的壮丽篇章。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
手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知重负重、接续奋斗，
不负先烈、不负时代，在弘扬精神中攻坚克难，在传
承血脉中开拓前行，不断书写新的红色篇章、交出优
异的发展答卷。

红色血脉，是我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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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奉献过程中沉淀的时代
精华，是我们党先进性纯
洁性的生动体现

向
贤
彪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青年党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发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矢志拼搏奋斗

5月26日，学生们在瑞金市沙洲坝红井前留影。 本报首席记者 杨继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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