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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首歌曲，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回

顾新华日报的发展历程，就是一曲振奋人心的进行曲。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为讲好新华故事，传承新华

精神，新华日报社6月8日发布“新华之歌”歌词征稿启事，

受到广大读者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积极响应。一个多月

来，我们已收到数百篇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作品，这些诗化

的、情感化的、温情化的文字，写下了新华日报的昨天、今天

与恒久不变的初心，也表达了作者对“新华方面军”的炽热

情感、深情礼赞和美好期盼，现选登部分优秀作品。

同时，我们期待您继续惠赐佳作。（来稿请投xinhua-

zhige@163.com）8月15日截稿后，本报将从来稿中评出

一、二、三等奖。

作词/许洪祥

高举民族解放的火炬，
迎着喷薄欲出的朝阳。
我们是党的一个方面军，
勇敢战斗在敌人心脏。
版面是我们的神圣阵地，
刀笔是我们的匕首投枪。
人民的领袖为我们把舵指航！
啊，新华！
多少先烈血染的篇章！
啊，新华！
我们无上的自豪与荣光！

拥抱整洁漂亮的厂房，
亲吻丰收在望的稻香。
我们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
号角在春风中鸣响。
真理是我们的毕生追求，
生活是我们的丰厚滋养。
英雄的人民就是江山和力量！
啊，新华！
多少青春浇灌的华章！
啊，新华！
我们永远的家园与辉煌！

作词/赵绍龙 同宝

一
九州茫茫，看天地浮沉。
那一年
嘉陵江畔城欲摧
抗日号角催征程
一颗颗铅字
是战士排列着冲锋矩阵。
一张张报纸
墨香传递党和民众心声。新华日

报——
成为迷雾中一盏明灯。
（副歌）
中央决策，恩来指引，红色基因，世

代传承。燃烧着智慧的火焰，澎湃着生
命的激情

为人民疾书，为时代传神，我们是
光荣的新华人！

二
九州茫茫，看大地逢春。
那一年
百万雄师过大江
蒋家王朝瞬间倾。
人民解放军
一竿红旗插上总统府。
党中央号令
新华日报依然回南京。毛主席挥

毫——
三次题写报头暖人心！
（副歌）
中央决策，恩来指引，红色基因，世

代传承。燃烧着智慧的火焰，澎湃着生
命的激情

为人民疾书，为时代传神，我们是
革命的新华人。

三
九州茫茫，看雄狮振奋。
这些年
改革开放逢盛世
中国特色旗帜明
壮阔东方潮
记录江苏驶入快车道。
奋进新时代
描画强富美高新征程。新华日

报——
稳居一流永葆其青春！
（副歌）
中央决策，恩来指引，红色基因，世

代传承。燃烧着智慧的火焰，澎湃着生
命的激情

为人民疾书，为时代传神，我们是
年轻的新华人。

作词/张迎溪

蘸烽火，铺硝烟
写就战斗檄文一版版
热血凝成激扬文字
唤醒了民众团结齐抗战
立潮头，谱新篇
绘就时代盛景一卷卷
激情融进缤纷色彩
记录下多少精彩一瞬间
新华心一颗，赤子情一片
赓续红色基因一脉相传
初心不泯韶华不负
鼓励前进的号角响彻云天
新华心一颗，赤子情一片
风雨八十三载生机盎然
青春不老丹青不渝
闪耀光芒的灯塔更加璀璨
我们的爱献给你——

作词/任志宏

烽火锁大江，前进号角歌嘹亮
争民族独立，新华军团笔当枪

正义发声，民族精魂挺脊梁
光明灯塔，冲破暗夜迎曙光
踏浪扬子江，钟山风雨起苍黄
担神圣使命，星辰大海心远望
记录历史，熔铸报魂心向党
见证辉煌，铁肩担道著华章
啊！新华日报，新华之光
为人民抒写，听大地衷肠
啊！新华日报，真情守望
为时代立传，聚磅礴力量
啊！新华日报，新华之光
引舆论导向，主旋律唱响
啊！新华日报，真情守望
守一颗初心，妙笔铸辉煌
妙笔铸——辉——煌——

作词/胡琳

你诞生在民族存亡之际，
一声号角响彻宇宙天地。
越是坎坷你越是奋起，
浴血成长党旗鲜红飘逸。
你书写着时代新的履历，
人民喉舌为那正义执笔。
黑夜灯塔你照亮心底，
为这时代立传凝心聚力。
新华，我们的爱献给你，
一路走来你的梦壮阔绚丽。
百年历史荣辱心中铭记，
峥嵘岁月你追求真理。
新华，我们的爱献给你，
一路风雨你的歌嘹亮不息。
记录时代风云初心传续，
精彩未来你创造传奇。

作词/李平

你在腥风血雨中萌芽
你在苦难纵深处生根
你弘扬党魂的醒世之光
你关爱广大的劳苦人民
你不卑不亢 用文字捍卫革命理想
你实事求是 用真理滋润新闻之魂
你是脱离暗夜的引领者
你是抵达光明的摆渡人
你以笔为枪 瞄准敌人的阵营
你以字为弹 命中扭曲的灵魂
你八十余年栉风沐雨
你形体伟岸蒂固根深
你展现时代的宏图大业
你昭示人民的进取精神
你不忘初心 竭衷心做好党的喉舌
你牢记使命 尽全力恪守新闻之魂
你是新闻领域的骁勇将
你是报业阵线的老功臣
你风采依旧 亮丽新华的气概
你与时俱进 摹写辉煌的龙魂

作词/李建英

1938年的硝烟，民族生存独立使命。
遍地哀鸿声，诞生的你雷厉风行。
党和人民喉舌，力挽狂澜刀光剑影。
舆论宣传救国路，推动抗战国民唤醒。
新华日报啊新华，吹响号角放光明。
新华日报啊新华，中流砥柱大步前行。
迎日出新中华，万物复苏一片盛景。
为民为时代，立传你不变的使命。
传播党的主张，守望正义向新而行。
薪火相传奋斗路，华夏矗立伟岸身影。
新华日报啊新华，心系家国为百姓。
新华日报啊新华，报业集团精神永恒，
永恒，永恒。

作词/王作金

八十三年前，烽火正硝烟。
滚滚长江畔，翔宇力呐喊。
新华号角响，炉火熊熊燃。
茫茫黑夜里，灯塔照航船。
距今八十载，皖南突生变。
苍苍茂林野，同室操戈蛮。
新华方面军，铁肩战犹酣。
山城和谈破，解放谈笑间。
七十二年前，人民坐江山。
悠悠长江边，建设捷报传。
党委机关报，喉舌频召唤。
正面主宣传，舆论监督敢。
四十三年前，实践真理验。
浩浩长江隅，改革风吹遍。
告别铅与火，跨进光和电。
为人民抒写，为时代立传。
走进新时代，互联网云端。
蓝蓝长江岸，高原花烂漫。
红色基因承，高峰勇登攀。
初心歌咏志，跨越谱新篇！
啊，新华！一直勇立潮头！
啊，新华！永远红旗漫卷！

作词/高鑫

你从峥嵘岁月走来

透过战火硝烟发黄的尘埃
我仿佛听到 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

的伟大战斗中
一个鼓动前进的冲锋号角吹了起来
我仿佛看到 在创刊号头版报眼的

木刻版画中
一个中国军人的坚强臂膀挥了起来
你从武汉和重庆走来
传承红色基因的血脉
你从解放的南京走来
将社会主义建设记载
你从站起来的中国走来
见证富起来、强起来
你从铅与火、光与电走来
引航数与网的融媒时代
你浴血而来
走过八十三载
你继往开来
大江东去汇蓝海
你从昨日的风中走来
带着前辈们的赤子情怀
你从今夜的梦中走来
吹响新的号角步伐豪迈

作词/金亦炜 韩宗峰

1938催征号角吹起
鼓励前进抗战一定胜利
每次受挫都是一次收获
勇往直前是我们的选择
昨日的奋斗都是回忆
所有的成绩都值得铭记
未来在即 梦想一定可期
乘风破浪 我们从不放弃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初心从未有改变
栉风沐雨经历考验
勇立潮头红色基因彰显
这个烽火少年
使命永远放心间
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
理想的味道如此甘甜
凭江远望 光芒照耀着两岸
把人们生活一点一点变得闪亮
一步一脚印 撸起袖子加油干
犇跑建设 新型主流媒体集团
在新征程上 必然面临 新的挑战
守正深融 跨界共生 我们奋楫扬帆
从不空喊 梦想付诸实干
向前看 每个发光体都无比璀璨
媒体融合 我们走在前列
创新发展 我们敢为人先
新时代里 新的号角响起
不忘初心 使命永放心底
过去的成绩都是动力
新征程一起打赢 新的战役
未来已来 更加值得期许
砥砺前行 我们要一起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初心从未有改变
栉风沐雨经历考验
勇立潮头红色基因彰显
这个烽火少年
使命永远放心间
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
理想的味道如此甘甜

作词/赵征溶

海岸的灯塔 钟山的风雨
夜空的北斗 扬子的朝阳
历史的记忆 大江流党音
人民的仰望 人心共潮声
新华新华，不灭的星光
新华新华，时代的雄章
穿过了硝烟烽火 高扬起五星红旗
一支号角破空吹响 一纸铺开万里

春光
坚持抗日，团结进步 建设祖国，奋

发图强
千万民众挽起了臂膀 亿万人民齐

声高唱
燃烧着血与火的文字 激扬指点江

山的文字
一样是纵横驰骋的疆场 一样是改

天换地的战场
拥抱民族解放的信心 守望公平正

义的初心
记录英雄史迹的悲壮 记录八十春

秋的辉煌
跟着周恩来放眼远眺 展翅互联网

飞翔云外
迎接新中华胜利曙光 礼赞中国梦

满天霞光

作词/张宏梁

引子：
（多声部震响）啊！啊！啊！啊！
主体部分：

一
你的诞生伴随着历史的惊涛，
你的激流翻卷着时代的浪潮。
从涉县到南京，
你记录着民族的苦难和战斗；
从昨天到今天，
你刻印着华夏的年轮和路标。
你是“党的一个方面军”，
就像茫茫黑夜中灯塔照耀。
穿硝烟，浴烽火，立潮头，谱新篇，
传丽日之光，
与山河映照。
啊！新华报业！
啊！源源不断输送精神养料！

传播党的主张、
记录时代风云、
推动社会进步、
守望公平正义，
东西南北留下了你的足迹，
春夏秋冬融入了你的功劳。
你是千千万万读者
目光和心灵连接世界的美丽长桥。

二
你的成长紧跟着岁月的步伐，
你的壮大适应着媒介的丰饶。
从黑白到彩色，
你凝聚着报人的智慧和血汗；
从纸质到多元，
你闪耀着江苏的业绩和骄傲。
你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就像夺空而起的嘹亮号角。
更敏捷，更严谨，更丰富，更精彩，
传创新佳绩，
显美德情操。
啊!新华报业！
啊!源源不断输送精神养料！
传播党的主张、
记录时代风云、
推动社会进步、
守望公平正义，
东西南北留下了你的足迹，
春夏秋冬融入了你的功劳。
你是千千万万读者
目光和心灵连接世界的美丽长桥。
美丽长桥。

作词/杨政权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你像一道曙光，
把苦难深重不屈的东方照亮。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你浴血成长，
凝聚血肉之躯共筑起铁壁铜墙。
抗敌御辱，唤醒亿万民众，
救亡图存，主动把使命担当。
高举旗帜传播真理，
秉持大义惟愿山河无恙。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你像一轮朝阳，
把百年征程孕育的梦想点亮。
在感人肺腑的现场你初心不忘，
始终聚焦百姓把公平正义守望。
勇立潮头，记录时代风云，
筑牢阵地，总是给予人力量。
为党立功为国立言，
见证伟大民族苦难辉煌。

啊，新华日报，
想着你的名字心中就有方向。
不管寒来暑往，无论雨雪风霜，
总是第一时间把党的声音，
传遍大街小巷。

啊，新华日报，
唱着你的歌谣奋斗更有力量。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是战场，
总是第一时间把党的温暖，
送达百姓心上。

作词/刘红明

（A1）
新华，新华，
把抗战的号角吹响，
新华，新华，
在风雨如晦中成长。
激扬文字，记录时代风云，
重任担当，是你跳动的心房。
为人民书写，为时代立传，
一张张新华日报飘着墨香。
（B1）
浴血成长，走过沧桑，
你书写记录民族的辉煌。
穿硝烟，浴烽火，
你是一盏灯塔闪耀光芒。
（A2）
新华，新华，
把美好的旋律唱响，
新华，新华，
在岁月长河里远航。
充满活力，传播党的主张，
初心不忘，激情像浪花飞扬。
推社会进步，守公平正义，
一张张新华日报放射金光。
（B2）
峥嵘岁月，血脉流淌，
你闪耀镌刻祖国的荣光。
立潮头，谱新篇，
你是共产党壮丽的雄章。

作词/张克初

中华抗日，民族生存。
军民筑成，钢铁长城。
勇做党和人民的喉舌，
新华日报，应运而生。
吹响了团结抗战的号角声！
为时代立传，
为人民抒情。

新华精神，高扬抗日精神！

新的中华，新华新生。
神州复兴，寰宇震惊。
勇做党和人民的喉舌，
新华日报，传媒集团。
合奏出中国富强的旋律声！
为时代立传，
为人民抒情。
新华精神，鼓励人民前进！

作词/若何

你在烽火中诞生，
你在硝烟里长大，
你挥动一支如椽的大笔，
向着光明的方向出发。

你在苦难中屹立，
你在风雨里挺拔，
你追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拥抱互联的时代绽放火花。

啊，新华新华，我们的家，
红色基因，心牵巍巍中华；
啊，新华新华，恰是风华，
立传时代，再写新的神话！

作词/刘明生

铁笔如剑，穿透漫漫长夜，
烽火点燃史诗，壮美情怀。
真理之光，铅字淬火编排，
播送光明，为民族解放呐喊。
信仰之光，照亮雄文万卷，
报业风云，叱咤丰功千载。
妙笔如花，浓妆春光烂漫，
光电交响新词，融媒出彩。
富强之光，美文如歌抒怀，
播洒幸福，让家园阳光灿烂。
复兴之光，璀燦网上云海，
报林春秋，涌动活力无限。
啊，光耀新华，风雨兼程，
党的旗帜上使命大写。
啊，光耀新华，初心不改，
时代画卷上梦想花开。

作词/杨成森

一声呐喊，用震耳的炮声来传
中华大地，山河破碎
炎黄子孙，生灵涂炭
抵抗侵略，重整河山
以笔为枪，来振臂呼唤、振臂呼唤
一座灯塔，亮遍神州锦绣山川
襁褓南京，付梓武汉
论道重庆，心系抗战
华南华北，万众仰看
指引航向，胜雄师百万、雄师百万
一种情怀，胸有中华复兴彼岸
六朝古都，虎踞龙盘
情系桑梓，金陵言欢
新华报业，再写江南
不忘初心，话九州璀璨、九州璀璨
腾飞吧，腾飞吧，扶摇直上九万里，
迎接崭新的中华，爱你新华、爱你

新华！
腾飞吧，腾飞吧，扶摇直上九万里，
迎接崭新的中华，爱你新华、爱你

新华！

作词/郑翌

A1：
最初诞生，在战争时分
你呐喊着，奏起号角声声
字里行间，流转着光与风
新华为名，历史为箴
B1：
硝烟四起，神州大地浮沉
愿化作抗日喉舌，推开真实之门
纸笔埋下火种，在苦难中生根
终有一日，你能上抵星辰
C1：
你矗立时光里，与未来做个见证
电光照亮山村，笑声隐去贫困
犹记在那时，你唱出震世之声

“山河陷入黑夜，我愿做引路明灯”
A2：
而后百年，新篇章启封
历久弥新，未经岁月蒙尘
立于浪尖，红色血脉奔腾
勿忘初心，一路峥嵘
B2：
你与他们，都将热情留存
抒写过平凡之人，传达时代心声
足迹丈量国土，铅字熔铸诚恳
千万次中，成就新华之魂
C2：
你仍在时光里，记载了中华历程
敢擒五洋蛟龙，敢访九霄天宫
稻荫下乘凉，你放飞中国之梦
留下页页报纸，随历史滚滚车轮

新华之歌
想把“我”唱给你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