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拓 谢诗涵 杨频萍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连
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江
苏青少年学生群体中引发强烈反响。
他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让红色基因融入血
脉、浸入心扉，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
去、发扬光大，争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先锋力量，让青春年华在为党、为国
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听党话、跟党走，
做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现场，共青
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致献词，向党
致以青春的礼赞，立下铮铮誓言。

“我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感到骄
傲，更为自己能成长在伟大的新时代感
到自豪。请党放心，我们时刻准备着！”
无锡市江南中学共青团员王莫然说，一
定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导，响应党的号
召，肩负后备军的责任，传承中国共产
党人的伟大精神和优秀品格，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满怀豪情地
去迎接新的挑战。

“我和全校少先队员怀着无比期待
和崇敬的心情，一起在学校小好汉剧场
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淮安市新安小
学五(8)中队少先队员花紫清说，当年，
新安小学14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宣
传抗日救亡，历时 17 年，行程 5 万余
里，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
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唤起千百万民众共
赴国难，谱写了少年儿童革命史上的壮
丽篇章，“作为新安小学一名光荣的少
先队员，我一定秉承先辈的优良传统，
听党话、跟党走，刻苦学习、树立理想、
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将新安旅行团的
精神传承下去。”

看到鲜艳的党旗迎风飘扬，常州市
觅渡桥小学五(5)中队少先队员马灿的
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瞿秋白等一

大批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我是‘觅
渡·追光’青年学习社少年瞿秋白扮演
者，通过沉浸式演出，深刻感受到党的
伟大和革命烈士的英勇无畏。”他说，百
年之前，中国的少年儿童生活在水深火
热之中，是党带领中国走出了苦痛黑
暗。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今天的幸福
生活，要更加珍惜当下，增强爱国爱党
意识，立志让祖国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我们要争做胸怀大志的好少年、
砥砺向上的好少年、童心向党的好少
年。”全国优秀少先队员、宿迁市实验小
学北校区六（9）中队少先队员陆俊桥
说，作为红色基因的传承人，当下要刻
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探索实践的过
程中，继承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努
力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
靠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同心筑梦，
成为实现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百年来，在中
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
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当听到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时，我的内
心激动不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东南
大学土木工程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于路港在本科阶段就三次去偏远地区
短期支教，后来又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支教一年，“投身支教事业，将个人的
命运与祖国命运相连，是我学生生涯的
高光时刻。很多坚守西部教育扶贫多
年的青年志愿者，是党和人民给了他们
奉献青春、实现理想的信念和支撑。”

青少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
江苏大学流体中心2020级博士研究生
潘绪伟说，他进一步深刻认识了共产党
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崇高理想
和“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的坚定信
念，“我将铭记初心使命，以恒心守初
心，执着于理想，纯粹于当下，在普通的
科研岗位上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研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水灌溉装备和
技术，为我国绿色农业贡献绵薄之力。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曾经他们义无反
顾，今天我们当仁不让。”

“祖国需要处，皆是我故乡。作为
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深爱着这片养
育我长大的黄土地，也热切地想要将自
己的青春奉献于此。”西部计划志愿者、
南京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工
业工程专业应届毕业生张洁说，不辱时
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对广大青年来
说，这是最大的人生际遇，也是最大的
人生考验，“我会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多
为人民做实事，在这片黄土地上绽放青
春本色。‘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
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我们，也将是一
簇簇久久绽放的时代芳华。”

“我们将胸怀仰望星空之热忱，脚
踏实地、尊重科学、敬畏生命，为科技强
国建设贡献力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电学院航空宇航制造工程系二年级
博士研究生、航智研究生党支部副书记
杨子剑说，要继承和弘扬老党员不怕牺
牲、严于律己、脚踏实地和埋头实干的
精神，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在
学习和科研中，要直面生产制造过程中
卡脖子的‘硬骨头’，将中国发展进步的
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用创新推动
祖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

不负期望，
把个人所长与国家需要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的中国青
年寄予厚望，期许他们“不负时代，不负
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这两年，我和‘田野上的思政课
堂’社会实践团队走进南通的田间地
头、寻常巷陌，在了解基层实际的同时，
用青春的力量向基层传播党的声音。”
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启丞立志在毕业后做一名为老百姓
服务的基层工作人员，“这样的实践，既
使我从好高骛远中突围出来，也使我对
乡土、对基层群众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未来，我会继续脚踏实地、心怀理想，以

至坚的信仰、至深的情感自觉融入人民
群众的奋斗队伍中，用火红的誓言在基
层挥洒自己的热血与青春。”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
静。”扬州大学红色讲解团团长、商学院
商务 1802 班学生党员汪慧萍说，建党
百年史是一部红色基因传承史，而红色
基因传承的就是党的理想和信念，就是
党最鲜亮的底色，“我们将继续以实际
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以烈士陵园志愿讲解、社区宣讲、社
会实践为载体，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
色血脉。”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中国
青年要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非常振
奋人心，很提气！”时隔7年重回击剑场
的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员、奥运冠军骆晓
娟正在全力备战今年的全运会。她说，
对个人来说，尽管复出期间曾遇到很多
困难，但坚信只有坚持不懈和奋起拼搏
才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作为青年一辈，
我们肩负着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因此
要敢于挑战、敢于亮剑，将个人之‘小
我’融入祖国之‘大我’。”

“百年前，就是一群青年高擎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火炬，照耀民族复兴的前
途。百年后的我们，依然在延续这信仰
的火光。”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南京大学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青年学
习社社长张悦阳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的青年学子，更要站稳马克思
主义立场，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讲
好中国故事，为新的百年征程贡献自己
的力量。

“青年心中有信仰，脚下就有力
量。”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
院本科生叶培彤表示，想要用自己的脚
步丈量祖国大地，为更好地发展农村、
振兴农村出谋划策。“我们应以强农兴
农为己任，投身祖国‘三农’事业，投身
绿水青山建设，让青春为祖国和人民绽
放。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为我省青少年学子确立精神航标——

不负时代 不负韶华 不负期望

□ 本报记者 于 锋

7 月 3 日，“百年征程、初心永
恒”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迎来
开展后的首个周末。南京邮电大
学、河海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南京
森林警察学院等高校的师生纷纷来
到展览现场，学习百年党史，感悟如
磐初心。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从波
澜壮阔的党史中汲取拼搏奋进的精
神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
献青春和力量。

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对党许
下青春的誓言。南京邮电大学计
算机学院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研究
生 韩 高 榕 表 示 ，身 为 当 代 青 年 党
员，通过参观展览，重温了中国共
产党从弱小逐步发展壮大，在攻坚
克难中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的百
年历史，更加坚定了自己为人民服
务的理想信念，“未来我一定更加
努力夯实专业基础，勇于在实践中
练就过硬本领，运用自己所学为国
家安全贡献力量。”

从展览 3990 个展项中，南京邮
电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统计专业研究
生徐蕴灏感受到百年大党的波澜壮

阔和精神伟力。她说：“作为青年一
代的我们，要更加坚定理想信念，牢
记初心使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己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积极
发挥专业所长，学以致用，为党和人
民积极奉献自己的青春能量。”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2019级
财政学专业郝静宜同学说，党的历史
是最生动的教科书，青年人从党史中
感悟初心，汲取精神力量。作为一名
新时代的大学生，要时刻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定马克思主
义理想信念，听党话、跟党走；实学实
干，锤炼过硬本领，将聪明才智贡献
给国家，成为一名有志气、有骨气、有
底气的中国人。

在和水利建设成就相关的展陈
部分，河海大学师生们久久驻足、细
细观看，脸上洋溢着兴奋和自豪。“立
国兴邦，其枢在水，关于水利的专题
展台令我印象深刻。”河海大学水文
水资源学院水文学及水资源专业研
究生王浩说，展台上展现的 1977 年
建成的江都水利枢纽以及2007年的
太湖综合治理工程，是水利工作者在
党的领导下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作
出贡献的缩影。河海师生将进一步

汲取精神营养，传承红色基因，将对
党的信仰转化为推动高质量水利工
作的动力。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2019级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高阳
表示，江都水利枢纽深刻体现了共产
党人在水利行业为人民服务的伟大
精神，作为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自己
要传承这种精神，砥砺前行，在伟大
征程中迸发奉献自我、奋勇逐梦的热
情，并将热情转化为动力，在将来的
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在展示陈延年、赵世炎、邓中夏
等很多革命先烈照片的展板前，南
京森林警察学院公安管理 1904 区
队罗佳雯同学陷入了沉思。“在革命
前辈的身上，我看到了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奉献出自己生命的忘我
牺牲精神，以及舍小家为大家的爱
国情怀。正是因为他们将个人生死
置之度外，英勇地冲锋陷阵，才有了
我们今天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
的幸福生活。作为当代公安院校大
学生，我将学习革命先烈们不怕牺
牲、敢于斗争、甘于奉献的精神，为
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而不懈努

力奋斗！”罗佳雯表示。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的马晨尧同

学边观看展览边思索，在他看来，一
件件珍贵的史料似乎活了起来，串
起了许多的人物和历史瞬间，“我仿
佛跨越了时空，以亲历者的视角重
温了党的百年历史，感受了党的百
年征程。生活在前辈们用理想、信
念乃至生命造就的今天，作为当代
大学生，应该传承弘扬他们的革命
精神。”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学生邹宣齐
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观看展览后更
加坚定了入党初心。“正青春，恰风
华，听党话，跟党走。观展虽然结束，
但内心深处的那份信仰愈发坚定，在
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新时代新青年
应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继承和发扬
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牢记使命，砥
砺前行！”

江苏开放大学设计学院丁宇同
学认为，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子，应
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爱国信念
与创新自信，在日常学习工作中迎难
而上，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
族的奋斗中焕发出灿烂的光彩。

强国有我强国有我！！
青春誓言响彻云霄青春誓言响彻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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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新的赶考之路

本报讯 （记者 陈立民） 7月3日，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高校教学
与研究专业委员会、江苏省中共党史学
会、新华日报社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
同 主 办 的“ 探 精 神 之 源 论 百 年 风
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中国社科院
学部委员程恩富、中央党校原副教育长
柳建辉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
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与会专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站在政治和战略高度，统揽
全局、纵贯百年、远眺未来，深刻阐发了
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论断、重要要求，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精神谱
系、光荣传统、红色血脉，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的政治担当、历史自觉、人民立场、
复兴使命，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力、历
史穿透力、理论说服力、心灵震撼力，是
指引全党全国人民立足百年大党新起
点、置身百年未有大变局、接力百年奋
斗新征程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讲话中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
产党建党之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百年奋斗的主题”“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观点，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思想性、针对性、
创新性。社科理论界要把思想和认识
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来，以高
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学习、研究
和阐释工作，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

“探精神之源 论百年风华”
学术研讨会在宁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韩宗峰） 7月3日，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南通大学基地举办座谈会，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来自省
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南通大学部分师生
等近百人，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加
座谈会。

座谈会气氛热烈，与会专家聚焦总
书记重要讲话，从不同领域、不同重点
作了交流发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党
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说，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既
是政治宣言，又是行动纲领。讲话 30
余次提及“历史”，数次出现“历史性”，

是一次“历史性”讲话。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天
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认
为，全面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中出现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
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新表述，对建
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基地主任王岩，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汤荣光等专家学者围绕“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鲜
明主题”“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做到

‘九个必须’”“加强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的学习阐释”等问题，从不同角度
畅谈了学习体会。

省中特中心南通大学基地召开座谈会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写特

□ 本报记者 徐亦丹

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里，闪耀着江苏印
记 。扫二维码，看看这个作品吧！作品集纳了
江苏多地上世纪初的旧相片与相对应的新貌图
片，并通过 SVG 交互的方式，让读者在点击间
见证变化，感受时代的脉搏。

一起来看江苏的百年对比照

媒视窗

□ 本报记者 晏培娟 钱飞

6 月 30 日，在镇江市慈善总会会
议室，一位胸佩党员徽章、戴着“光荣在
党50年”纪念章的老人，慢慢从轮椅上
站起，将代表20万元善款的捐赠牌，郑
重交到镇江市慈善总会会长李国忠手
中，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老人名叫姜佩芳，今年100岁。已
有 76 年党龄的他，曾是原中共镇江地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谈起捐款的初
衷，姜佩芳说，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参加共产党就要践行党的

这一宗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
服务永远不能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他们夫妇向镇江市慈善
总会捐款，也算是贡献一点力量。

姜佩芳的曾外孙女梅好表示，要世
世代代传承革命先辈的红色基因，世世
代代发扬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牢记谆
谆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合
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将祖国建设得更
加繁荣富强。

捐款现场，镇江市委书记马明龙
号召全市党员既要学习姜佩芳对共产
主义的坚定信仰，也要学习这种大爱
之心，希望全社会有更多的人来关心
慈善事业、发展慈善事业，使镇江这座
城市的红色基因、大爱情怀不断传承
下去。

百年百岁喜相逢，廿万善款感党恩

□ 本报记者 韦伟 纪树霞

百年之前，你的城是什么样的？今天，你
的城又变成了什么模样？城市在变，初心不
改！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用
一组绝版老照片带你穿越时空长河，探寻江
苏城市百年变迁史！

一座城，百年记忆

□ 本报记者 虞越 杨晓珑
刘畅方达

小康梦圆，就在今朝！巍巍九州，每一寸土
地上都演绎了不平凡的小康故事。交汇点新闻
客户端《听·见小康》栏目组历时近两年，立足江
苏，亦放眼对口帮扶省份，寻访百余位小康亲历
者，记录下他们的美好生活愿景。扫描二维码，看
新江苏建设的小康答卷，听小康路上的百人百愿！

听，小康路上百人百愿

扫一扫走进本期《听

·见小康

》

扫描二维码看百年对比照

扫描二维码看百年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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