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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记忆里，我像一颗种子，埋在祖国这片沃土中成长。
而祖国像一棵树，正成长为茁壮。

还记得我五岁的时候，每次过年回家最害怕经过一段坑坑
洼洼的泥路，路中间杂着大小的石块，每次都是一路颠簸着回

到家。我十岁的时候，坑坑洼洼的
泥路变成了一条平坦的公路，路的
两旁依旧种满了庄稼，回家的路也
近了许多。我十五岁的时候，公路
两边的农田已变成了一栋栋楼房拔地而
起，以路为界限划分的城乡差距也逐渐缩
小了。在我和祖国共同成长的路上，生活
发生的变化还有很多，像4G普及，危房改
造和自来水到户，不胜枚举。

我欣喜于家乡的发展变化，更惊讶于
祖国这些年来的发展和成长。放眼这片广
袤的土地，道路四通八达。通往世界屋脊
的青藏铁路，跨海通道港珠澳大桥，铁路
纵横交错，公路四通八达，正是这些路，
让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再难以到达，也
让游子的旅途不那么漫长。不只如此，还
有C919，复兴号，驱逐舰从无到有，从落
后到先进，从默默无闻到举世闻名，让多
少华夏儿女为之热血沸腾，为之自豪欣
慰！

让我们来思考，在这样一个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是什么让我们的生

活短短数十年间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想，这离不开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更离不开为祖国建设

兢兢业业的无数劳动人民遇山铺路，遇水搭桥的决心和勇气。

其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道德模范和先进个人，黄文秀就是
其中的一位。

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义无反顾回到百色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一年多的时间里带领全村400多人脱贫致富。在村
民们沉浸在脱贫的喜悦时，她却没能分享这份喜悦。今年6月14
日，她看望完生病的父亲，仍放心不下村里的工作。就像从前
十年寒窗苦读坚定地走出大山一样，她坚定地回乡工作，又一
次坚定地不顾暴雨连夜回村，却遭遇山洪突发不幸遇难。她是
在用生命为人民为祖国建设脱贫致富的道路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鲁迅先
生也曾说过，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来。过
去的成就只能代表过去，祖国的未来，已多半交付给了新时代
的青年。每个青年都应当行动起来，肩起使命，相信历史的选
择，相信年轻的生命，相信祖国的未来。

我今年十八岁，正值青春年华。在过去的十八年里，我如
孩童般享受着祖国的哺育和关怀，在春风细雨中成长，也有幸
见证了祖国这些年来的成长。祖国今年七十大庆，也正如朝阳
一般朝气蓬勃。我誓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以坚定的信仰，
为祖国美好未来的书写自己青春的篇章。

（作者系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2018级学生）

峥嵘岁月七十载，
民族精神不忘怀。
你一雪百年耻辱，
你大长民族志气。
华夏儿女，
呐喊了五四运动。
长征之歌，
燃烧着英烈的鲜血。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是睡狮惊醒的时刻。
一次次不懈探索，
一次次团结奋斗，
一次次愤发图强，
你终于站在新时代的起跑线上。
七十年的史诗你妙笔生花，
新中国的画卷你挥洒勾画。
你正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爱我中华，
你秉承心忧天下、执中守正的中国精神，
你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你无愧今天的历史担当，
你不负明天的百年激荡。
你那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奏响了新时代的世纪交响……

（作者系动物科学技术学院2018级学生）

2019年3月18日，星期一，这是个极为平常的下午。
学校东校园第六教学楼，负一楼第一阶梯教室，端坐着

100多名后勤基建分工会会员，分工会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照规
程进行着换届选举工作。

在会场休息的片刻，突然，响起一阵旋律，渐渐地感觉越

来越熟悉，又那么亲切，让
人不由自主地哼出歌词：“我
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隔，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
出一首赞歌……”随着音乐，当唱
到“我的祖国和我象海和浪花一
朵”一群青春靓丽的女生身披大红
绸像蝴蝶翩翩起舞，一下子惊艳了
整个教学楼大厅！所有人的耳朵被
召唤继而到目光被吸引，大家不约
而同加入到载歌载舞的中央，激荡
起心中最美的能量：“每当大海在微
笑，我就是笑的旋涡；我分担着海
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嘹亮的
歌声和着舞蹈如一场不期而遇的盛
宴呈现眼前。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快闪”
吗?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主角，没有
人注意谁的舞姿最婀娜，深情的嗓
音是美声还是通俗，标准的歌词应
该怎样，此刻我们只有一个名字，

就是自豪的中国人！沉浸在无比的兴奋、欢快和自豪当中，用
歌声和舞姿诠释着对伟大祖国的情感和依恋。是的，唯有爱不
用排练。那是每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并且永远跟随，无处
不在。我的心伴随旋律和大家的歌声澎湃着，被一种爱国、爱
校情怀深深牵引，思绪被拉长。

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迎
来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自
治区成立六十周年、学校建校
九十周年大庆。在党中央和自

治区的关怀下，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广西大学把“同庆
九秩”的喜悦化作“逐梦百年”的动力，我们齐心协力相继实
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在踏实阔步走向“双一流”的路
上，后勤保障工作也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学校改革发展方略，
通过深化改革，夯实完善服务措施，全面提升服务品质，以问
题为导向、师生满意度为标准，竭力为学校“双一流”建设继
续挥洒汗水。

后勤基建的服务工匠们与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一道，在课
间用新时代特别的方式歌唱祖国，同时也诉说了师生团结一
致，共同描绘学校美好前程的渴望和信心。此举不仅为庄严的
大会创新了形式、增添了活力，更彰显了工会工作是祖国繁荣
昌盛、学校建设发展以及创建“双一流”事业的一个组成部
分，一支不懈的服务力量。

工会会员大会结束了，那种爱国情怀没有结束，我们的新
征程才刚刚开始。新中国即将迎来七十华诞，我们怀揣着梦
想，坚定步伐，带着对祖国的爱，对学校的爱，在各自平凡的
岗位上将更加担当实干，发挥工会会员的积极性，努力把对祖
国母亲、学校的爱化为智慧和汗水，化为自觉和奉献，为“中
国梦”，为学校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贡献新的力量。

（作者系后勤管理处干部）

前进！前进！
重重围困中的队伍，
向着红旗指引的方向。

衣衫褴褛，缺药少枪，
为什么？
疲惫的眼里，
却射出坚毅的光芒？

恶敌追截，高山大江，
并不能，把前进的步伐阻挡，
因为，鲜红的旗帜，
是我们崇高的理想。

前进！前进！
重重围困中的队伍，
是民族的火种，
是国家的希望。

哪怕子弹射穿胸膛，
血满湘江，
前仆后继的人们，
也要穿上，亲人留下的军装，
跟着擎旗的巨人，
向着崇高的理想，
前进！前进！

我衷心地希望，
有一扇时光之门，
可以让先烈看到，
崇高的理想，
已经绽放。
在新中国美丽的大地上，
鲜红的旗帜高高飘扬，
永远镌刻着，
共产党人血染的荣光！

（作者系医学院教师）

祖国是什么？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给了我朦胧的认识。祖
国就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大家园，她有宽广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
她有勤劳善良、纯真朴实的人民，国旗、国徽是她的重要象征。

随着我慢慢长大，我对祖国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当我在学校，和
同学们整齐地排队站立在操场上，观看冉冉升起的鲜红的五星红旗，听
唱雄壮的国歌，我心潮澎湃！当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戴着红
领巾在队旗下大声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
好学习，锻炼身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我热血沸
腾！从此，我认识了伟大的祖国母亲。

祖国给了我们和平的生活环境，祖国给了我们富裕的生活，祖国给
了我们优越的学习条件，她就像妈妈一样呵护我成长，我热爱我的伟大
祖国！我热爱我的伟大母亲！

随着对祖国情感的加深，我不断地用心打量她、了解她，我惊奇地
发现，祖国似乎每天都在变化发展，日新月异。近年来，我们所处的学
习生活环境广西大学和君武小学的校园越来越美丽、漂亮；我们所处的
城市中国广西南宁，这个城市越来越气派，新通的地铁上，新建的公园
里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快乐的笑脸；每次假期回到乡下奶奶家，总会听到

奶奶念叨农村发展的新变化，眉宇间露出
满意的笑容；今年暑假，爸爸妈妈带我去
北京，一路上我看到了绿油油的稻田，一
座座现代化的高铁站，在北京，我看到了
雄伟的天安门、鸟巢、长城以及美丽的公

园和繁华的商业街等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祖国壮丽山河繁花似锦。
我欢呼，我的伟大祖国！我的伟大母亲，在不断发展壮大、繁荣富强！

我骄傲，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我一天天长大。我懂得了学习的重
要，将来建设祖国，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在老师的辛勤培育下，我学习
认真、自觉，并且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我懂得了做人的重要，在老师和
爸爸妈妈的教育下，我培养了对祖国和中华大家庭的美好情感，我懂得
尊敬老师、团结同学，懂得用感恩的心回报老师、家长，教师节那天，
我亲自做了贺卡，表达对老师的感谢；我懂得了全面发展的重要，在努
力学习的同时，我进行骑车、跳绳等体育运动，我还参加了钢琴、书
法、舞蹈等项目的学习。

我自豪，在伟大祖国的温暖怀抱里成长、进步！我和祖国同进步、
共成长，这使我倍感快乐、幸福！虽然我是小学生，但我知道，“少年
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只有我们好好学习、不断进步，伟大
的祖国才能更快地发展、强盛！我要不断成长、进步，更愿祖国更加富
强、昌盛！ （作者系君武小学三年级1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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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
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中国共产党
的发展历程表明，对一个优秀的政党而言，学
习是一个常论常新常论常需的永恒话题。我们
党自成立以来的发展史本身也是一部与时俱进
的学习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不同时期党的主要领
导人及其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
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推
动党的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进入新时
代，面对国际国内更加复杂多变的新形势新问
题，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
阱”“中等收入陷阱”，经受党长期执政面临的
各种考验，唯有始终强化学习并学以致用，全
面增强执政本领，我们的党才能持续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蓬勃发展，担负起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使命。

一、科学定位党员干部的学习
是党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的前提

党员干部的学习如果没有科学的定位
作为前提就很难确保其正确的打开方式。党员
干部的学习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事，也不是党
员干部所在单位单方面的事，而是事关党的自
身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是必须
常抓不懈的大事。党的各级组织应充分重视党
员干部的学习问题，创设学习机会，搭建学习
平台，规定学习任务，创新学习形式，丰富学
习内容，建立学习“常态化”制度，创设学习
随时化条件，营造学习普遍化氛围。党员干部

个人要树立人人渴望学习的意愿，终身学习的
理念，学以致用的目标，投入积极学习的行动
之中。只有党员干部通过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
己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才能使我们党永葆青春
活力，始终以“火车头”的姿态引领社会发展
潮流。科学定位党员干部的学习，还必须把党
员干部的学习与党员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与党
员干部的工作职责结合起来，与为党的事业发
展蓄力结合起来，既立足实际，又着眼长远，
把各级党组织建成名副其实的学习型组织。

二、传承优良学习传统是党依
靠学习走向未来的基础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道”。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崇尚学习的优良传
统。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无论在组织层面还是
在个人层面，一直传承着许多优良的学习传
统。其中，以组织的方式为党员干部创造学习
条件，搭建学习平台就是重要的传统学习方
法。早在我们党成立初期，就有选派干部前往
苏联等国学习的做法。1924年设立了第一个党
校即中共安源地委党校，之后的各地各级各类
党校皆为培养党员干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党组织提供学习机会是党员干部加强学习
的重要途径，为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克服
本领恐慌提供了有力保障。集体学习是我们党
的又一个优良传统。1986年以来开启的中央政
治局集体学习持续至今，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当
选党的总书记之后，就是以集体学习党的十八
大精神开局的。各级党组织成立理论学习中心
组、推行“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和落实党

支部的“三会一课”制度等，成为我们
党集体学习的典范做法。党员干部崇尚
学习也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我们党的领导
人历来崇尚学习。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一生最
大的爱好是读书。”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宣
言书中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
重新学习”。青年习近平在农村插队时，坚持白
天劳动晚上学习，阅读了古今中外大量的书
籍，单 《资本论》 就看了三遍。榜样的力量，
成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学习的不竭动力。

三、营造良好学习氛围是党依
靠学习走向未来的关键

学习需要环境和氛围，“孟母三迁”的故事
充分说明了学习环境和氛围的重要性。习近平
总书记为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
以及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
表重要讲话时，再次强调了“学习”的重要
性，为党员干部加强学习指明了方向，营造了
氛围。当下，深受全国广大党员干部喜爱的

“学习强国”APP上线，为全体党员随时随地开
展学习提供了强大的平台；广西各地各高校学
习书店 （书院） 的兴起，各级各类学习活动的
举办，也为大兴学习之风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在你追我赶的良好学习氛围中，各级党组织应
进一步搭好学习平台，实施“请进来和走出
去”相结合的策略，积极邀请各级各类优秀师
资授课，加大力度选派干部到国内外
学习和交流，以进一步开拓眼界，丰
富知识，创新理念，提振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定。

四、增强学习本领是党依靠学习走向
未来的有力保障

要领导13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
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学习，正
是我们党确保“政治过硬和本领高强”的必由
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增强八个方面的本
领，排在首位的就是“要增强学习本领”。学习
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骄傲，否则就会陷入
自欺欺人的困局。会不会学习，是不是真学习
都决定着学习的成效。会学习者不仅要把握好
各种学习的契机，还要搞清楚该学什么，更要
掌握好怎么学；真学习意味着真懂真信真用，
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如何学怎么学？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为
我们提供了普遍性原则。学和思本身就是不可
分割的统一体。对党员干部来说，离开学习的
思考和离开思考的学习都是伪学习。“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遵循“学以致用”的
目标导向，才能体现学习的价值和意义。没有
了学习这一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我们党依靠
学习走向未来也将会成为一句空话。

（转载自广西日报 4 月 3 日第 7 版，
作者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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