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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足雨花台，1519位烈士和那些连名字
都没留下的英雄，用生命筑起永不磨灭的丰
碑；徜徉东大校园，进步青年在梅庵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慷慨陈词犹在耳边；漫步长江路，五
二〇学生运动纪念广场群雕依然在无声控诉
75年前国民党的暴行……属于南京的红色记
忆里，青年始终是思想启蒙的推动者、反帝反
封建的急先锋、民族救亡的主力军。

“南京有着深厚的红色底蕴，当代青年要
从党史学习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
量，树立为国家和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
坚定理想。”共青团南京市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太平盛世，革命年代的青年精神，更应转
化成锐意拼搏进取、投身强国伟业的动力，在
奋斗中展现这一代南京年轻人的样子。

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青年的担当不负
时代。

清明节前，25岁的马泽宇终于圆了党
员梦。在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当他读完转
正申请书，支部成员全票通过，“那个场面一
辈子都忘不了，太激动了，浑身都是鸡皮疙
瘩。”

马泽宇对得起这份信任。去年防汛，身
为栖霞区民兵的他请了年假主动报名，打车
直奔八卦洲，在江中小岛扛了3天沙袋。疫
情期间，他不仅在小区站岗，还到街道支援，
甚至一度被抽调至位于南京和镇江交界处
的东阳彭桥卡口值守。文明城市创建，他每
个周末身体力行，清理楼道、打扫卫生、摆放
车辆，样样都是抢着干，一干就是一天。

热心公益，原本只是马泽宇消磨业余时
间的一种方式，但自从有了入党的想法，他
很快发现了公益的意义所在，“党的宗旨就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次参加完活动，
我都会觉得离党更近了一步，那种精神上的

愉悦完全无法用语言形容。”马泽宇的付出，
已经感染了周围的人。2018年初一场大
雪，他在小区群里动员大家扫雪，结果只出
来3个邻居。去年同样的情况，呼啦啦来了
19个人。

小马说，他始终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讲的一句话
——只要青年都勇挑重担、勇克难关、勇斗
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充满活力、充
满后劲、充满希望。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
年。更多的年轻人，把自己的职业理想，自
觉融入到时代发展中去。

正在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读
研二的毛蕊，还没毕业就决心把青春献给三
尺讲台。“因为高中时最喜欢政治老师，所以
才选了这个专业。”毛蕊对自己的未来有清
晰的规划——当一个中学思政老师，“现在
我也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去影响和改变更年
轻的一代。”

做出这个决定，不仅仅是因为高中政治
老师。党史学习教育，让毛蕊更加深刻地理
解思政教育的重要性。“革命的薪火要代代
相传，红色的血脉要后继有人，我愿意当铺
路石、做摆渡人。”她说，中学是青年人培植
信仰的关键阶段，政治老师的职责，就是帮
助学生在海量信息中明辨是非，去伪存真，
扣好第一粒纽扣，从小爱党爱国，树立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火热七月，一大批年轻人离开校园，走
向社会。两个月后，又将有更多充满活力的
面孔奔向南京。时间新故相推一往无前，奋
斗接续发力永不止步。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誓言久久回荡，青春南京定将言出必
行，一诺千金！

把理想刻在奋斗路上

思想解放的发轫之地，该为新时代青

年树立一座什么样的信仰灯塔？53所高

校的近80万大学生，如何把青春奋斗融

入党和人民事业？“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

殷殷期许，能否化作更有高度、更有境界、

更有品位的人生追求？

从雨花台的“小雨滴”到梅园新村的“小

红梅”，从扎根社区的“红马甲”到工厂车间

的“新蓝领”……在南京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一群群自信的身影，接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火炬，沿着先辈的足迹，许下“请党放心”的

庄严承诺；一张张青春的脸庞，在危难面前

挺身而出，在平凡岗位忘我奉献，定格“强国

有我”的生动镜头。这首新时代的“青春之

歌”，分明激荡着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

念、奋斗伟大时代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习近平

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既是奋进新征程

的全体动员，也是建功新时代的行动指南，直

抵南京年轻人的灵魂深处。连日来，《南京观

察》记者走近这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群体，聆

听他们的内心独白，感知他们的精神世界，用

不同的视角解读被寄予厚望的一代。

新党员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进行入党
宣誓。 本报记者 郎从柳 摄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
苦的人……”7月1日晚10点，梅园新村纪念馆
旁的小巷深处，居民院落早已大门紧闭，“小红
梅”信仰空间里传来铿锵的歌声。10多位从四面
八方赶来的年轻人，用《国际歌》将一场主题为

“历史与信仰”的思想交流会推向高潮。特殊的
日子里，头顶的五星红旗在灯光下愈发庄严。

是什么力量，把这些原本素昧平生的青
年聚集到“小红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载
体运营负责人朱源的回答掷地有声，他的身
份是玄武区梅园新村街道团工委书记。朱源
并没有夸大其词。“小红梅”历经6年4次升
级，已集聚了50多位常年活跃的志同道合
者。基层党务工作者、高校专家、文史爱好
者、海归创客、企业员工、片区警察……职业
五花八门，背景各不相同，但却都有对进步思
想的渴望和百年党史的认同。

“从最初的3个人，一个带一个，一路摸
索到现在。”回忆起“小红梅”的往事，朱源感
慨颇多，他最初的想法，就是想打造一个不一
样的党建阵地，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实践，引领更多人学习党的理论思想。

朱源的这份执念，源自于当时的社会现
象——舆论场上杂音此起彼伏，各种心灵鸡
汤泛滥，导致有的年轻人理想信念模糊、政治
意识淡薄、思想波动频繁。

“这正是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堂，大力开
展‘四史’教育的根本原因。”南京林业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罗鹏分析，“90后”

“00后”们生长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新旧观
念激烈碰撞、多元信息繁芜纷乱的时代，必须
引导他们加强理论学习，突破自身阅历和认

知能力的局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但是，面对“90后”“00后”，“说教式”“填
鸭式”的教学往往事倍功半。“理论总是枯燥
的，思政教学必须找准年轻人的兴趣点，让他
们主动表达，再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剖析，
潜移默化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仰。”而
在罗鹏看来，年轻人能切身感受到的重大事
件，永远比课本更加生动，香港暴乱、疫情防
控、抗洪抢险，无一不是“活教材”。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最近几年，南京高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究生招考，无论是招生规
模还是报名人数均呈现出逐年扩大和上升的
势头。更让罗鹏欣慰的是，“明显能感觉到学
生更关心政治生活和国家命运，更自觉地把个
人发展放在国家和民族的大局中去思考。”

“小红梅”也在探索更适合年轻人的交流
方式。河海大学纪委纪检监察员吴国振，是朱
源最早的“合伙人”之一，也是南京颇有影响力
的文化学者。他的建议是，寻找马克思主义经
典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用文化的力
量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这样，一
本《史记》，已经在“小红梅”讲了5年，每一讲都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古今，比照中外。最
近，金陵读书创始人、南京工程学院副教授宋
宇飞结合党的历史和治国理政实践，推出了
《尚书》的精读课程，几乎场场爆满。

不一样的阵地，起到了不一样的“化学
反应”。朱源的手机里，至今保留着一个九
中学生给他发的信息，“原来真的有这么一
个因为信仰和理想而存在的地方，这种精神
令人热泪盈眶！”

最近，一篇标题为《镰刀锤子最浪漫》的文
章被频繁转发。推文开头连放了三张图：打出
镰刀锤子图案的深圳灯光秀、映照毛泽东雕塑
的橘子洲焰火、用3700多面定日镜拼出党徽
图案的戈壁滩光电站。“谁说共产主义不浪
漫？谁说共产主义不科幻？”“这镰刀锤子的光
芒，不光要照耀天空，还要照耀太空。”推文作
者、南京“85后”自媒体人申鹏这样写道。

“太科幻太工业风了，这种‘英特纳雄耐
尔’的理想不美吗？我当下就觉得，必须要发
条稿子。”说到那篇2.3万阅读量的文章，申
鹏依然一脸兴奋。这位网络世界里的“平原
公子”，是圈子里公认的共产主义者和爱国主
义者。两年内写的近1800篇原创推文，每一
篇的阅读量均能达到2万，而文章内容几乎
全部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针砭时弊，为中
国的伟大成就鼓与呼。

值得关注的是，申鹏的公众号粉丝，26-
35岁的年轻人占比近1/3。“我们这一代人，
对党和国家有着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和认同
感。”他说，特别是不少人出国留学后，亲眼看
到了国外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打破了父辈人
对西方民主自由的想象，对于祖国有了更自
然的亲近。但粉丝多了，自然也有非议，对于
那些无厘头的戾气和网络暴力，申鹏从没放
在心上。“有的人，你一发爱国的文章就唱反
调，张口闭口说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不好，都
是‘公知’留下的‘遗毒’。作为意见领袖，必
须立场坚定地与他们斗争。”

从追随到捍卫，背后是信仰的驱使。马
克思主义的神奇之处，是会成为信仰者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自觉。

马小希和吴振国是同班同学，身为律师的

他，曾经读《资本论》读到哭，“太艰涩，太难懂，
但只要掌握，你就会发现这几乎是个战无不胜
的武器。”他说，剩余价值理论提出将近200年
来，西方那么多学者绞尽脑汁想驳倒它，结果
全部以失败告终，“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学得越透，信仰就越坚定。
向谬误“亮剑”，现在几乎成为马小希的生活
新常态。他依然记得几年前，当妻子的闺蜜
对抗美援朝提出质疑时，自己就曾旗帜鲜明
地指出她的历史虚无主义，“绝不能以上帝视
角来评判历史事件，必须在特定的时代背景
下去分析解读，抗美援朝的正义性从来都不
用怀疑。”

斗争不是捍卫信仰的唯一方式，很多时
候，坚守也是。

雨花英烈的故事是用信仰写就的党史生
动教材。不久前，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共青团
南京市委组织“党史我来说”青年宣讲团，雨
花台烈士纪念馆的“90后”刘志亮第一时间
报名响应，并为鼓楼团区委青年党员送去《信
仰的力量》微党课。三年前，硕士毕业的他毅
然放弃家乡的公务员、选调生录用，来到雨花
台工作。很长时间里，身边朋友、同事总会问
他，“值得吗？”他的答案始终如一——“有过
纠结，从未后悔！”

初心易守，始终难得。这句回答，源自
刘志亮与雨花英烈的“时空对话”。“接触到
革命先烈的原始档案后才发现，他们不是活
不下去才闹革命，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多数
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本可以安享
现实的利益、过着安逸的人生，却选择把生
命奉献给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事
业。”刘志亮说。

“走在抗议游行的队列中，跟随着革命
先烈的步伐，时空似乎穿越了……”栖霞区
迈皋桥街道华电社区党委副书记蒋丹晴，此
刻的角色是网络电影《晓庄1930》中的一名
群众演员。她说，跑了一天龙套，却是一场
最生动和深刻的党史学习课。

1928年，晓庄师范建立了中共党、团组
织，领导学生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石
俊、叶刚等10位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
学生先后被捕，牺牲于雨花台，平均年龄不
足20岁。去年，迈皋桥街道走访辖区企业
南京书影文化，谈到了晓庄英烈的故事，双
方一拍即合，决定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这
是我们对革命先烈和热血青年的致敬。”企
业总经理吕沐寒说。

讲述年轻人故事的电影，得由年轻人来
演。今年4月电影开拍，迈皋桥街道利用周
末，组织30多名年轻干部和社工当了一天
的群演，开展一场沉浸式的党史学习。“我们
是主角身后的‘背景板’，演的是‘路人甲’，
触摸到的却是真实的历史。”景和园社区居
委会委员冯静去年12月成为了一名预备党
员，她说，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让她深刻感
受到初心和使命的分量，“那一瞬间，我觉得
琐碎而繁杂的社区事务同样意义非凡。”

信仰，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
阁，而是需要为之倾其所有的奋斗目标，是
指引实践活动的精神坐标。

在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小行车
辆基地，27岁的赖建涵正在闷热的车间里

检修车辆转向架，工作服上的盐霜结了一层
又一层，“再苦也得坚持，一点都马虎不得，
乘客和列车的安全比天大！”

每天和榔头扳手打交道，小伙也曾有想
法，毕竟自己学的是车辆工程，本以为会是
坐在办公室画设计图纸，“总觉得自己大材
小用，找不到工作的意义。”

第一次“小红梅”经历，赖建涵就被吴振国
的演说深深吸引，两人在活动结束后单独交
流，聊的就是青年的人生价值。“醍醐灌顶！”他
说，吴振国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为他解读了
岗位背后更深刻的内涵，告诉他每一份工作，
都要放大到宏大的社会背景中去审视，把个人
的事业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听得太投入
了，后来一看手表，已经深夜12点半。”

这次对话，对赖建涵的触动极大。疫情
期间，地铁检修任务迎来高峰，但为确保人
员安全，班组必须交叉作业，工作量几乎是
平时的4倍。“当时想的就是，要保证居民出
行通畅，也是为疫情防控提供保障，那种责
任感一下就起来了！”他说，也正是这次考
验，让原本没有入党想法的他，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

作为“小红梅”的“大管家”，朱源见证了
太多被信仰改变的案例。“不少小伙伴第一
次来时，只是图个新鲜，对马克思主义并没
有太多理性认识。”他说，但是只要经过一段
时间的学习，他们身上总会有肉眼可见的变
化，“不管是外在形象还是内在气质，或多或
少都受到影响，包括我自己。”

在感悟中升华自我□ 本报记者 盛文虎 周敏 仇惠栋 董翔最是绚烂“信仰红”

从“追随者”到“捍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