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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誓死
捍卫的民族英雄，还是在和平年代坚守
在自己平凡岗位上的共产党员，他们都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着共产党
人肩上的“责任”二字。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
一股坚韧而强大的青春力量，用肩膀
扛起了责任和担当。他们不畏艰险、
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抗击疫情的最
前线。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到
处都能看到共产党员的身影。据统

计，全国在抗疫一线的党员、干部约
3914万名。

在这场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共产党员身先士卒，不顾安危，冲锋
在第一线的精神感动着我。作为青年
一代的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风
云变幻的时代呢？习总书记为我们指
明了方向，那就是“征途漫漫，唯有奋
斗”。我们要勇挑时代重担，初心不改，
以奋斗的姿态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
篇章。

担国家大任 做时代青年
四川省乐山市第一中学 张浩然

党史我来讲党史我来讲 红色照我红色照我心心
——全省中小学15位代表致敬建党百年的光荣与梦想

已 92 岁高龄的武胜县共产党员邓
大学，在华蓥山武装起义前，是地下党
的交通员。1948年 3月，邓大学收到三
叔邓华朗寄来的家信，读完后觉得信的
内容有些奇怪。他再仔细回看时发现，

“了、月、刀”三个字写在红线外，“桃花
源记这一古文”一句中“一、古、文”旁标
记了三个点，这6个字组合起来竟是“刘
胡子”三字，原来这封信是交给“刘胡
子”的。

邓大学将信中的信息转交给了前
来接头的同志，并收到一本书。夜晚，
他对着微弱的烛光一页页翻看，发现书
中有几处用针扎过的痕迹，连起来竟是

“筹集枪资，准备起义”。邓大学知道，
一个伟大的时刻就要降临。

1948年 8月，华蓥山游击队联合各
地武装总计 2000多人，在代市、观阁两
地正式拉开了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大幕，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
枪，也谱写一段广安儿女舍生忘死的革
命英雄赞歌。邓大学后来才知道“刘胡
子”就是组织领导了华蓥山武装起义的
川东地工委书记王璞。

华蓥山游击队纪念馆里，铭记着这
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若没有革命
者负重前行，怎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

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
广安市友谊中学 熊梓岑

20世纪 60年代，党中央作出一项重大战略
决策——在中西部地区的 13 个省、自治区进行
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1965年，
在党中央“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
号召下，刚从重庆大学毕业的李家楦，挥别了自
己的爱人，跟着“三线建设”大军来到德阳城郊，
成为一名“二重人”。

不久，他就接到研制 4 米 2 轧机，生产军
工特种钢的任务。那时，德阳只是一个贫穷的
农业小县，工业基础薄弱，研制困难重重。没
有专家指导，也没有设计资料，更没法出去考
察，李家楦与同事们只能自学外语，从各种外

文杂志上寻找资料。在他们十年如一日的努力
下，20 世纪 70 年代初，4 米 2 特厚板轧机诞
生，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特宽特厚钢板的历
史。

在中国，像李家楦这样扎根祖国“三线建设”
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秉持“到党和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的信念，怀揣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
理想，来到贫瘠落后的西部地区。

如今，三线建设者已两鬓斑白，步入耄耋之
年，但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创新、团结
协作”的三线精神却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的建设者们砥砺奋进，积极创新。

我的家乡有一座温情小镇，听爸爸妈
妈说，在我出生前一年，这里发生过一次
举世震惊的特大地震——2008 年汶川地
震。

随着我长大，渐渐听到、看到了许多
感人至深的故事。

映秀小学的张米亚老师，面对突发灾
难，毅然张开双臂，紧紧抱住两个学生，保
护了他们，却献出了生命。人民解放军来
救援了，他们从空中、从山间、从湖面，从
四面八方赶来。我记住了英雄的名字：邱
光华机组。他们驾驶着直升机往返于救
灾现场，不幸的是，在执行第 64次飞行任
务时，突遇恶劣天气，飞机失事，机组 5名
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我没有亲历那场可怕的灾难，但我见
到了地震前的照片，对比眼前这座温情小
镇，我渐渐理解了父母经常讲到的四个字
——家国情怀。

抗震救灾，见证了中国人心手相连、
众志成城的家国情怀；灾后重建，度量出

国家执著筑梦、坚定前行的成长轨
迹；新时代发展，彰显着中国共产
党执政为民、砥励奋进的坚
强意志。

革 命 篇

100 年前的红色七月，一个伟大的
政党宣告成立；100年前的红色七月，一
面火红的旗帜冉冉升起。1921 年 7 月
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号秘密发
生着一件大事，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毛泽东、李达等13位正式代表和2
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大会。会议开了
好几天，30日晚上，会议刚开始几分
钟，有陌生人突然闯入会场，情况紧
急，代表们决定立即停会，大家分头

离开。当晚，在李达夫人的提议下，
代表们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
次会议。7月31日，代表们在南湖一艘
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纲领》，选举产生了党的
领导机构——中央局。会议闭幕时，
他们轻呼出时代的强音：共产党万
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
解放者万岁！一湖烟波虽无声，却有
幸见证了阴霾中的“开天辟地大事
变”。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失利，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
行战略转移。此后，红二十五军、红四
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也从各自的革命
根据地撤出，踏上漫漫长征路。

长征途中，英勇的红军血战湘江、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突
破腊子口、转战乌蒙山……各路红军历
经千难万险，跨越了数十条滔滔急流，
征服了数十座皑皑雪山，穿越了数百里
的茫茫草地。

长征途中，红军与人民风雨同

舟、生死与共。在湖南汝城县沙洲
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
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
一半留给老人；路过四川彝族聚居区
时，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
盟，演绎了党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
深厚情谊。

今天，伟大长征精神已经深深融入
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
励每一位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新的长征路上，不断攻坚克难的
强大精神动力！

风霜雨雪长征路 不待扬鞭自奋蹄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丁黔川

1935 年秋，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 3
军第 1 师第 2 团政委的赵一曼，在与日
伪军作战时，为掩护部队突围，被一颗
子弹击中大腿，身负重伤，不幸被捕。

在她被捕后的整整 9个月里，为了
得到口供，日军对她实施了各种各样极
其残忍的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
有透露敌人想要的任何情报。赵一曼
宁死不屈的态度让日军彻底绝望，遂决
定把她押往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 年 8 月 2 日凌晨，在赶往刑场
的火车上，赵一曼给儿子写下了 160余
字的绝笔信：“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

来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
动来教育你……母亲与你在生前是永
远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
啊，赶快成人……”

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 岁。而这
封绝笔家书也在战火中不知去向。20
余载后，才在日军审讯档案中发现了记
载这封家书的资料，家书终抵家。

吾之先辈抛头颅洒热血，保我中华
之纯正，守我中华之余脉。作为祖国未
来的我们，应当接过先辈们手中的责
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拼
搏。

最后的家书
乐山市沫若中学 张慧敏

“一大”首聚开天地 红船精神耀中华
内江市桐梓坝小学校 梁书铭

复 兴 篇

我的叔叔是一名反恐特种部队的
战士，在一次新闻报道中，我知道了关
于他英勇抗击恐怖分子的故事：

那是一个夏天，我国西部某地发生
一起严重暴恐事件，叔叔所在的武警特
勤部队奉命驰援，对逃窜的恐怖分子进
行围歼。

作为特战队长的叔叔带领战友赶
到事发区域，才发现环境十分复杂，植
被茂密。他命令几名新战士搜索比较
低矮的棉花地，自己则和另一位老兵一
头钻入了又高又密的芦苇丛。

又高又密的芦苇丛很难搜索。刚
搜索不远，叔叔突然感觉耳边一丝风声
划过，他本能一低头，一把大刀擦着头
皮掠过。生死关头，凭借过硬的素质，
他冷静地调整好姿势，开枪射击。枪响
的瞬间，一名恐怖分子应声倒地。在这
场紧张激烈的战斗中，叔叔一次又一次
地冲在队友的前面，凭借机智和勇敢，
击毙了6名恐怖分子。

有党才有国，有国才有家。面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一定牢
记党的历史，做伟大时代的阳光少年。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在扶
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
下一个贫困群众。”这是我们党的庄严
承诺。

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扶贫干部肖
鹏，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充分发挥参谋
助手的作用，为群众脱贫致富出谋划
策。当暴雨引发山体滑坡导致村道受
阻时，他因为担心山上的村民采摘的
农产品无法运出去而吃不下、睡不
着。他连夜联系挖掘，一大早便组织
群众疏通道路。在精准扶贫工作中，
他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为群
众服务，为农村发展出力。

他只是千千万万扶贫干部中的一
位，8年间，累计有300多万名驻村干部、
第一书记和数百万名基层工作者奋战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他们中很多都是

“80后”“90后”，新一辈的党员干部秉承
前辈的教诲，踏着前辈的足迹，创造了
一连串的奇迹：832个国家级贫困县脱
贫摘帽，累计减贫 9899万人，专项扶贫
资金累计投入 1.7 万亿元，对世界减贫
贡献率超过70%。这是中国共产党向世
界讲述的最深情、最真实的中国故事。

党史立心戴德中华
四川省广汉六中 陈佳桐

留心生活会发现，伟大的党就在我
们身边。

来自四川巴中的老党员周永开爷
爷，是践行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典范，
在职期间，他恪尽职守，顶着压力查
办案件，坚决同腐败行为作斗争。离
休后，他积极投身生态环保事业，不
遗余力参与万源市花萼山的护山造
林，推动花萼山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他还多次拿出离休费捐资助学、
扶贫济困，自掏腰包，带动老区人民
规模种植、脱贫致富，被群众亲切地

称为“周老革命”。
我们的身边不缺党的温暖。我们

社区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奶奶，她的家
门口总是最热闹的，谁家有个急事，都
会想到她。我们这个没有物业的农村
小区，有了她就有了最贴心的服务。她
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老党员，我们亲
切地称呼她为“张嬢嬢”。

这一个又一个党员榜样，指引着我
们前进的方向，谱写了一曲曲共产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奉献的时代
赞歌。

我心向党
四川省绵竹中学 赵伊宥

红色家事
南江县博骏学校 吴燃

建 设 篇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
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发出庄严宣
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了!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党的带领下，我们一步步站稳

了脚跟。而在建国初期，还有一件事
同样引人关注。

1953 年，毛主席带领胡乔木、田
家英等几位“笔杆子”，从北京乘坐专
列南下杭州。火车上，毛主席对随行
人员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

起草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前无古
人的社会主义宪法绝非易事。第一
稿、第二稿、第三稿……终于在 1954
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也许你会说，宪法离我们可远
啦。然而，当我们踏入校园，参加庄
严的升旗仪式，看着那飘扬的五星红
旗，唱着国歌时，我们正在践行着宪
法规定的内容。而这一切，来之不
易！

有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
照亮未来。

1962年冬，焦裕禄同志受党的委派来到兰
考。千百年来，风沙、内涝、盐碱肆虐着这个贫
困县，群众生活苦不堪言。为了改变兰考的面
貌，焦裕禄亲自来到灾区调查，寻找方法。

1963 年初，县委决定成立除“三害”办公
室。焦裕禄每天带领着大家起早贪黑地干，他
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 42个补丁，褥子上有 36个
补丁，他穿过的鞋里的衬布全都磨光了，鞋面破

了12个窟窿，群众把焦裕禄看成“跟咱一样的农
户人”。然而，天不遂人意，年仅 42岁的焦裕禄
因病倒在了工地上，475天，他把有限的时光全
部用在了为兰考人民谋福祉的日日夜夜里。

今天的兰考不再有“三害”的身影，一片片
郁郁葱葱的泡桐树成了兰考人民的摇钱树；昔
日的大风口变成了大粮仓；当年贫瘠的沙土地
变成了高效的现代农业田……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有人在默默为我们
负重前行。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是爸爸陪我去看
的。

高远和女友相遇在公交车上，当女友
认出他的那一刻，远处传来排山倒海的欢
呼声，人们奔走相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高远凝望着远处的蘑菇云，在沸腾的
人群中缓缓倒下。

爸爸告诉我，高远的人物原型与两弹

一星元勋——邓稼先有关。邓稼先赴美留
学，博士毕业后 9天就回到祖国，全身心投
入“两弹”研究，核辐射耗尽了他的身体，生
命定格在了62岁。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
原子弹。

1967年 6月 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
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
日子！

踏着红色足迹，人们记住了邓稼先、钱
学森、袁隆平……还有千千万万像他们这
样的人，甚至没有被我们记住名字。勤劳
善良的中华儿女，将汗水浇灌在这广袤的
神州大地上，他们用滚烫的双手，书写中华
民族壮丽的诗篇。

改 革 篇

1978年，我们国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
史新征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
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
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 40年来，人民生活、国家实力
蒸蒸日上，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我国成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开创了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奥运、世博盛大召

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
高，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由总体小康到全面
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无数党员志士在“为人
民”信念的支持下，披荆斩棘，用实践的画笔
将富强梦描绘成了现实。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我们定当努力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青春向党，担当向上。当历史
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我们也一定会勇立
时代潮头，争做时代先锋，在共和国的历史上
闪耀自己的光彩。

在我的老家，有一条大河，水流十分
湍急。爷爷上小学时，新中国刚刚成立，
河上是没有桥的，要想过河，只能坐这方
圆十里唯一的一艘破旧小木船。天气好
的时候，一天也只能往来两趟，天气不好
的时候，船不能行，人就不能过河。后来
不久，村支书带领全村老小奋战两个月，
建起了一座简易木桥，人们出行方便多
了。改革开放后，这里新建起一座吊桥，
但桥上不能通车，村里新来的

“第一书记”表示，“要脱贫
就必须修一座大桥，

打通限制当地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几
个月后，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大桥建成，它
不仅外形美观，还能够开车通行，桥面两
旁都是绿化带，路面既平稳又光滑，桥上
还安装了路灯，在夜晚十分明亮。

现在每次回到老家，我们总爱到桥

上去散步。爷爷笑呵呵地说：还是共产
党好啊！奶奶、爸爸、妈妈连连点头称
是。那一刻，我仿佛明白了许多。身处
和平年代的我们，沐浴着党的光辉成长，
更应该传承先辈的伟大精神，努力学习，
筑梦未来！

党旗飘扬 信念永存
内江市第六中学 秦榃

我的家国情怀
汶川县第一小学校 付思敏

学党史 感党恩
广元市利州区东城实验学校 汤斯涵

党的光辉照我行
威远县高石镇初级中学校 陈奕如

回望“三线建设” 助力复兴征程
四川省德阳市第三中学 蒋思宇

立国安邦，须有一部大法
自贡市自流井区光大街小学校 黄诗格

我愿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南江县思源实验学校 岳怡君

100年前，华夏大地上，一群马克
思主义的追随者，点燃了星星之火；
100年前，嘉兴南湖上，13位代表在红
船中呐喊：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
走过了百年征程。6月30日，正值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前夕，由四川省教
育厅、共青团四川省委、省少工委联合
主办的全省中小学“党史我来讲 红色
照我心”主题教育活动汇报展演举
行。15位获奖选手用一个个历史时
刻、一段段峥嵘岁月、一件件拼搏故事
讲述了建党百年来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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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黔川 梁书铭

熊梓岑 张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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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桐赵伊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