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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天空流光溢彩，七月的大地百
花争艳。七月，七月，燃烧的七月，火红的
七月。

红是最美、最传统、最经典的中国元
素，中国七月的红注定与众不同。她经历
了多少沧桑磨难与惊涛骇浪，经历了多少
风风雨雨和激情跌宕，历经了几代人艰苦
卓绝超乎寻常的不懈努力奋斗，才最终换
来了今天的红。

七月红，是红船的红。101年前的那
个七月，一群怀揣崇高理想的志士仁人，
迈着坚定豪迈的步伐，在嘉兴南湖红船将
革命的火种悄然播撒。自此，红船便带着
她神圣而光荣的使命，带着比七月的骄阳
还要热烈的鲜红，带着一个矢志不渝的信
念，也带着华夏儿女的万丈豪情扬帆起
航。中国革命由此拉开波澜壮阔的帷幕，
历经不计其数的艰辛坎坷，一辈辈共产党
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奋斗，
最终开创出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伟大时
代。她的红比熊熊烈火还要耀眼，她的红
比炎炎烈日还要灼热，她的骨骼比岩石还
要坚硬，比悬崖上的青松还要挺拔。她是
一盏明灯，更是一支火炬，她承载着人民
的重托和民族的希望，昭示着祖国的未
来。一路上，她开创着美好的未来，她避
开暗礁险滩，雷厉风行、披荆斩棘，在惊涛
骇浪的洪流里浓墨重彩地谱写出新时代
的诗篇。

七月红，是党旗的红。红色象征革
命，黄色的锤子、镰刀代表工人和农民的
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鲜红的党旗最美，党

旗的红是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染
成的，为了追求革命的真理，为了解救全
国劳苦大众，为了新中国的明天，广大革
命志士、人民群众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使中国革命最终走向
胜利。这面光荣的旗帜时刻提醒我们，要
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
党人的精神血脉。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
脊梁，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
气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
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一
股子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始终同人民
站在一起，凝聚起从胜利走向胜利、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七月红，是江山的红。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人民的江山，是
红色的江山，她让我们充满了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这与我们党一如既往的
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分不开的。上海兴业
路的石库门，嘉兴南湖的红船，井冈山麓
的八角楼，长征路上的大渡桥，大庆油田
第一口油井，戈壁深处的“两弹一星”科
研基地，深圳的莲花山，荆江大堤的抗洪
纪念碑，汶川地震后建成的新城，旧貌换
新颜的湘西十八洞村……这些早已不只
是闻名中外的“红色地标”，更已成为中
华民族不甘落后、拼搏奋斗的精神图腾，
折射出我们党的梦想与探索、情怀与担
当、牺牲与奉献的红色血脉，成为中国人
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强大的精神依
靠。每当风雨来袭，每当挑战来临，中
国人民都在精神之旅中坚定信心、鼓足
勇气，凝聚起众志成城、一往无前的磅
礴伟力。

七月红，是红歌的红。七月的歌声是
红色的，一首红歌就是一段历史，唱响红
色歌曲能够唤起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一路
走来的红色记忆，激发我们对烈士的敬仰
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伟大征程中，涌现出许多脍炙人
口的优秀歌曲，如《黄河大合唱》《到敌人
后方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
花江上》《英雄赞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些红
歌，向我们传播着中国共产党是广大人民
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幸福生活的引路人、
新中国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真谛。唱红
歌，就是在追忆党的过往；就是在红歌中
汲取丰富的政治营养；就是在内心深处铭
记党的恩情；就是在坚定我们永远跟党走
的信仰。

七月红，是让我们拥抱今天幸福生活
的“红”，更让我们追求明天美好愿景的

“红”。七月红，红得让人心潮澎湃；七月
红，红得让人热血沸腾；七月红，红得让人
幸福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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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是一首赞歌。它气势磅礴，雄壮
有力，谱时代之旋律、开历史之先河。它
激越豪迈，是爱的共鸣；它悲壮深沉，是情
的湖泊。

走进七月，如同走进一片烟雨苍茫的
往事。缓缓行驶的红船，似在诉说搏风击
浪的风雨历程；南湖湖畔的簇簇浪花，幻化
出阵阵摧枯拉朽的轰鸣。走进七月，如同
走进一座烈焰腾腾的熔炉，阅读镰刀铁锤
下举起的拳头和一队队排列的绿色方阵，
感受到一股力量，一种豪气，一腔激情!

七月是一个伟大的开端，连接实现英
特纳雄耐尔的宏大理想。有了七月，神州大
地便有了永久的和平、幸福、安康。南京大
屠杀的悲剧不会重演，圆明园的鬼火将彻底
熄灭，帝国主义的狼嗥将苍白无力……也
就是七月，胜利的喜悦和美丽的名字在中国
前进的脚步中留下了期待。

七月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由无数革
命英烈的碧血丹心铸成。为了一个忠贞
不渝的信念，先烈们前仆后继，架起了通
向黎明的桥梁，用灵与肉铺就了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坦途，用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
照亮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方闪烁的星空，
笑对蓝天下的鲜花、人流、清风……

凝视七月，如同凝视一幅崭新的画
面。七月，火红的太阳把神州大地染成一
片金黄；七月，汹涌的激情荡漾着动人的
宣言。我们回忆七月，是因为它留下了光
辉的诗篇；我们赞美七月，是因为它是一
首震撼人心的壮歌。壮歌声中，黄皮肤的
儿女们在鲜红的旗帜下列成方阵，向着新
的目标踏歌而进。

七月，当101周年的曙光踏进千家万
户的窗棂，当101周年的金钟回荡在万水
千山，共和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幸
福，华夏天空的每一片云彩都托起了新的
希望与理想。七月，101个悲壮灿烂的七
月，101个百折不挠的追求，我们走过来
了，一行行沉重的足迹，一首首流芳百世
的颂歌，一支支浩荡的铁军，战无不胜，攻
无不克；无论是血与火的战场，还是霓虹
灯闪烁的时刻，我们绝没有失去信念、进
取、追求和开拓，告别昨天，绝没有放弃昨
天的承诺，九千多万中流砥柱，没有改变
百折不回、宁死不屈、大公无私、乐于奉献
的高尚品格。

101个春秋，101个冬夏，我们经风
雨，战急流，有追求，有奉献，有耕耘，也
有收获。瞩目龙腾虎跃的大地，展望五光
十色的寰宇，我们心花怒放，豪情满怀。
中国，未来的黄金海岸，不再是千年梦幻；
中国，东方的睡狮已不再沉默！神州大地
正以它沉默后的悸动焕发出勃勃生机，中
华儿女在集结声中鼎力托起一个辉煌的
世纪。

唱着七月的歌，我们走进又一个七
月，奏响又一篇乐章。唱着七月的歌，我
们在新的起跑线上放飞希望，放飞理想。
为了一种信念，为了一种追求，为了母亲
的微笑和大地的丰收，让我们手挽起手，
以常绿不凋的信念和摘星揽月的豪情，去
描绘祖国的美景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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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南湖的一条红船，让沉
睡的中国迎来了第一个红色七
月，漫漫长夜从此被照亮，岁月激
情从此被点燃，中国人民从此不
再沉默。红色记忆是永远的丰
碑，七月注定充满了荣光！

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之际，
文友们用手中的笔写下对党和祖
国的热爱。

夏日里，烈日当空
火热的阳光冲破层层阴霾
点燃泱泱华夏的梦想
抬头仰望
那面迎风舒展的五星红旗
我不禁立正站好挺直胸膛
心底里生长出无限的豪迈
一首属于中国人的“生日歌”
被14亿华夏儿女激情传唱

你从蹒跚学步中茁壮成长
经过雪山草地的历练
穿过枪林弹雨的洗礼
你手持一把把跳跃着光亮的火炬
把追求光明的心儿照亮
是你唤醒沉睡的雄狮
是你让华夏儿女翻身解放
在风雨沧桑中淬炼成钢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你是改革开放的先锋
你是民族复兴的脊梁
你是孕育新生的朝阳
你引领新时代奔向小康
你赓续百年征程开启时代新篇章
伟大的党，光荣的党
你谱写的伟大事业无尚荣光

颂歌唱给伟大的党
■ 冯永华

在我的心里，党是火，是光，是旗帜。
火，火光闪烁，黑暗如昼，这让我想起

红军登老山界时的漫山火把。那是我儿
时从课本上读到的最壮观的景象，“之”字
形的火把，在高峻蔽日的山巅闪烁，从山
脚蜿蜒而上，像永恒的天梯，像攀飞的巨
龙，像浩瀚宇星的降临！如果我是这里的
一员，那陡峭的山崖，那濡湿又难行的荆
棘之路，该如何去跨越？

我也清楚地记得，儿时学课文时的那
一句“我们要顶着天了！”更清楚地记得教
室里响起的那段朗朗的诵读：“天上闪烁
的星星好像黑色幕上缀着的宝石，它跟我
们这样地接近哪！黑的山峰像巨人一样
矗立在面前……”

是的，像星光在闪烁，像巨人在矗立，
像波涛在澎湃！那一刻，当我望向胸前飘
扬的红领巾，当我举起稚嫩的小手，向着
一面旗帜宣誓，当我看着胸前那初升的太
阳，金黄的麦穗，我的内心是激动的！因
为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但我只
是为了那一枚金灿灿的勋章而高兴，我不
知道那么深刻的含义，不明白那光芒闪
耀背后一幕幕壮烈的故事与任重道远的
使命！

《金色的鱼钩》这篇文章，我又怎能忘
记呢？夜色弥漫的草地，瘦骨嶙峋的老班
长，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想方设法

钓鱼，煮鲜鱼野菜汤给三个病号吃，而他
自己却偷着嚼菜根，吃剩鱼骨，最后老班
长永远长眠在茫无边际的草地里！多少
年了，当我再给孩子们读这篇文章时，不
知不觉间，声音哽咽，泪水汪汪，抬起头，
才发现台下的孩子们也早已哭成了泪人
儿。

那一刻，孩子们的内心是感动的，我
的内心是欣慰的！也许他们也正如儿时
的我一般，不明白使命是什么。但是，这
闪烁的泪光，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光芒呢？
这光芒虽微小却壮阔，是浩瀚的星河，是
滚烫的烈焰，是千秋万代生生不息的传承
与绵延！祖国的繁荣昌盛，是无数革命先
烈用鲜血换来的，而无数的革命先烈也是
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是千千万万中华儿
女的一员！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
身而出的凡人。”

他们没有武功盖世，没有法力无边，
不能移山倒海，稍动意念即可地动山摇；
他们不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即可搅动一
方；更不会棋子一动，四方皆惊，平定天
下，朝夕可至！

他们没有神功附体，没有意念心生，
可是，他们做到了开天辟地，做到了叱咤
风云，做到了执一把刺破黑暗的光之利
剑，如同刺破无尽暗夜般，披荆斩棘，勇往
直前，无所畏惧！

一个个皆为血肉之躯，一个个皆为寻
常儿女，一个个皆为寻常父母，他们是如
何做到的？从嘉兴南湖的游船，那一泊小
小的船舱里迸射出的光束，一直惊醒了五
千年黑暗的时光！那一惊，是沉睡的巨龙
发出的不屈的龙吟，就此，虎畏豹怯，众兽
哀鸣，呜咽不止！打地主，打土豪，分田
地，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用正义的利
剑劈开一切黑暗！他们没有方天画戟，没
有筋斗云、七十二变，没有风火轮，上天入
地，日行万里，可是二万五千里长征，380
余次战斗，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
河，过草地，翻雪山！“五岭逶迤腾细浪，乌
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
横铁索寒。”

峰峦起伏，浪花飞溅，铁锁凌空，势若
山崩！

党，如果不是气壮山河，逶迤澎湃，意
境雄浑，惊天地泣鬼神的动词，那还会是
什么？多少艰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谱
写了一曲曲气势磅礴的壮歌！历史不会
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这
终将化作一面面鲜红的旗帜，永远在世界
的东方飘扬！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
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如今，嘉兴南湖，烟雨迷蒙，芳草萋萋，历
史的战火与烟波淬炼了祖国的大好山
河！忆峥嵘岁月，看今朝辉煌。愿这盛世
如你所愿，愿吾辈当自强！筑梦灯火万
家，同庆盛世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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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我，脑海里被什么自豪填满
让我昂着头颅，顶天立地地活
我要告诉你，那是我亲爱的祖国
保护着我脆弱的躯壳，让我的血流在血管里
让我的灾难匍匐在大地，让我的梦想越来越接近
让我的幸福堆满房屋，他说我走到哪里
都必须顶天立地

在没有祖国保护的时间里，枪炮糟蹋了中华儿女
卢沟桥的悲鸣，三十万炎黄子孙被杀死在南京
还有那血洗的旅顺城，泪水哭干的万人坑
不能忘记，被烧毁了的北京
不能忘记，中华大地被列强无情地割裂

嘉兴南湖响起的掌声，让沉寂的华夏文明苏醒
让四万万人的恐惧，恢复了平静
北伐的枪声，脱下了封建王朝的靴子
南昌起义，使列强蹲了下去
万里长征，挺起了中华儿女的脊梁
大炮炸毁了城市和桥梁
却吓不倒有骨头的中华好儿郎
用鲜血保护他最爱的家乡
左权、杨靖宇、赵一曼和刘胡兰，哪一个名字不是响当当
我们怎么能忘记，他们失去生命也要保护的旗帜

十四亿人，应该许下一个诺言
不能让枪炮再落在头顶，不能再让鲜血染红长江水
时刻提醒自己
不堪的历史，早已经留在了过去

谁都有一个不愿详谈的过去，成熟的中华儿女却应时常提起
曾经一个个悲壮的故事，传颂在城市和乡间
那些从战火中爬出来的孩子，扛着枪
他们活得顶天立地，守住幸福的华夏文明

如果问我，脑海里被什么自豪填满
让我昂着头颅，不向艰苦的生活低头
我要告诉你，那是我亲爱的祖国
有过承诺，要带着我走向富强和繁荣
还有我梦寐以求的社会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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