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固了血性
其体尚温
青铜熔铸的雕塑
最是铁骨铮铮
志愿军纪念碑顶的勇士
手握冲锋枪
日夜守卫着
这群沉沉睡着的英灵

黑白照片
青涩未已 稚气未褪
分明就是一个个邻家小哥
他们肃立在纪念馆的墙壁上
依然像跨过鸭绿江那样
恪守纪律 整齐划一

锈蚀的步枪
残缺的机关枪
磨平的工兵铲
炸烂的军大衣和大棉帽
军用水壶上累叠着弹痕
上甘岭上的军旗
竟然有381个弹洞

火在烧 雪在烧
灵肉的躯体与钢铁的森林
碰撞出超越生死的轰鸣
面对强暴、凌辱与威武
共和国的勇士们抗争怒吼
不！————

我看见万物欣欣向荣
大地上的灯笼，高高挂起
一个节日，它是天空的诞辰

一个巨大的日头
一朵大红花
佩带在胸前
颤动的朝阳，一声雷

前进中的旗帜抖动得多么快
眨眼间已是整整一百年

在花茎下面，我把光洁的泥土
把泥土中

起伏的波浪紧紧抱住

潮汐涌起，波翻浪涌
红日升起，天地一闪
镰刀和斧头把这一切又改变了一番

镰刀和斧头，一只大鸟的翅膀
它带动着一个祖国的身体
飞得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远

一朵红花，一只大鸟
扇动它镰刀和斧头的巨型翅膀
把人民的红花
搂进深深羽毛的翅膀底下

站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
品味着百年风雨
从南湖
到北国
从长城内外
到大江南北
我梳理出那鲜红的经历
镰刀和斧头

让工农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南湖起航了中国
信念注定了不屈
穿梭在烟雨中的誓言
乘风破浪
披荆斩棘
惊涛骇浪的航程
写满了伟大复兴的记忆

10北国风光北国风光

远望，延河大桥的桥墩

矗立，坚定不移地矗立
以水泥的意志，以钢铁的精神
以一种神圣的信念
将肉身、骨骼、血液打造成一座跨越
战火、烽烟与历史的桥

让人、马、车辆，让艰辛的日月
滚滚的革命洪流通过

延河大桥，当强劲的西北风
滔滔的延河水经过时

我听到中华民族立体的交响
奏出了历史的最强音

看见，延安山上的山丹丹花

我看见，红旗从一朵山丹丹花上升起
从一朵火苗上升起

我听到它的欢呼声
掀起芬芳的热浪
如何击退了沉沉的暗夜

我看到，一种信念的坚定
看到，一种精神的坚强

她像一位春天的士兵
向严寒挺进，向荒芜挺进
翻山越岭、冲锋陷阵
从延安出发，扛着春天的红色旗帜
插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看见，绿色的草地和石碑

硝烟随夜色退去
冲锋的呼喊声，仍被西北风模拟

看见，阳光操练着绿色的草木
那是一支生机勃勃的军队

盛开的野花，似浪花飞溅
我听见青草低音区的歌声荡漾
延河涌动着十四亿人的脉搏

宝塔巍峨，像大地竖起来的大拇指

他在说：从圣地走出的龙的传人
个个都是亚洲的丰碑

仰望，伟人住过的窑洞

现在是寂静
供着一盏星际间的灯
它在召唤，归来的万千片白帆
在北斗的位置，为前进中的祖国导航

它召唤着河流与鸟群
环绕伟岸的山河和丰饶的家园

这里的寂静，供奉着神圣的时间
曾经的窑洞里
一双大手，握着一支毛笔
那是一株擎天的大树
缀满了智慧的果实

《矛盾论》《实践论》《论游击战》
《论持久战》等伟大的篇章
就在那盏灯下完成

笔底的风雨，纸上的涛声
被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窗口

从这里的窗台上
遥望浩瀚无垠的星空
红太阳升起的东方
长庚星划出一条胜利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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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
把被囚禁的时光，一滴不漏地
囚禁在自己的体内
自己的身体
就是一座深锁的春天

悄然埋首于这鬼魅之地
信笺上他用清贫的风格
搭建着一个可爱的中国

那一刻，镣铐加身
但禁锢的，不再是肉体
更像是披在身上
一件破旧棉大衣
状如痛苦的人形

当深度的迷恋
早已抵达阳光加额
一支北上的队伍
他的四周是没有铁窗的

因为他眼里
一个腐朽的社会
监狱遍布于世

彼时，南昌是一座
黑暗是另一座

诺尔曼·白求恩
当他在一张，摊开的世界地图上
找到，战火笼罩

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

东西两半球的距离，就近了
中间只隔了，一只小药箱

把华北平原移过来，再加上
太行山脉的支撑
这工作台就是他毕生的热爱

他把裁下的，超过加拿大天空的爱
搭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口
救护所里俯下身
一把手术刀
将战争阻挡在和平之外

雷锋
他把一个怀抱的春天
送给需要春天的人们
转身远去了

五十八年过去
那一个个温暖他人的姿势
始终还年轻着

被他搀扶过的
一个时代过往的风气
和所有的老人、孩子

如今搀扶生活
常把一个冷酷的冬天
搀扶得夏天般火热

焰火盛放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站起来·人民当家作主

1921年7月
嘉兴南湖红船上
马克思主义的灯光璀璨
《共产党宣言》像一声春雷
在地球的东方掀起波澜
追求光明的先驱者们
宣告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
救国图存的定海神针是——
卡尔·马克思的经典语录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精彩过去 皆为序幕
从小小红船的星星之火
到百万工农齐奋勇的井冈山；
从千难万险的长征路
到红星闪耀的陕北延安；
从十四年浴血殊死的抗日战争
到“三大战役”的解放全中国
历经28年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掀倒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耻辱史
1949年10月1日
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方针
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伟大创举
中华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家国法宝

乌兰夫同志
率领内蒙古的志士仁人
经历曲折反复的艰苦斗争

“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党中央领导下
比新中国早两年成立于祖国正北方

后被誉为全国模范自治区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图大展
维、壮、回、藏四个民族自治区
其他多个民族自治州、县、乡
如雨后春笋蓬勃于神州大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灿然享誉于世
正如红歌《爱我中华》所唱：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
各族人民像石榴籽抱在一起：
共建中华

富起来·告别一穷二白

1978年12月
平凡而伟大的日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中国航船越过险滩
迈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道
党中央新舵手南巡深圳
体察社情、倾听民声、擘画航程
经过深思熟虑、千斟万酌的运筹
他向全党发出石破天惊的忠告：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掷地有声的川北方言
掀起了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
正如歌曲《春天的故事》所描绘：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南海写下诗篇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新城
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振聋发聩的口号
春雷般唤醒了长城内外

春晖般温暖了大江两岸
中国迈出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中国走向万象更新的明天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矗立深圳那尊英姿勃发的金色

铜像
恰似中华巨轮航海的灯塔

强起来·实现民族复兴

中国革命 后继有人
接力赛跑 风雨兼程

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

“五位一体”整体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定“四个自信”
增强“四个意识”
做到“两个维护”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始终引领思想，指导行动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被誉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成为新时代、新征程的指路明灯

向未来·共圆中国梦想

时间老人告诫后生晚辈
忘记意味着背叛
创新才有鲲鹏与远方
以“百年”“千年”为计的新时代
以志在“两个一百年”的新征程

世纪宏图将展现于崭新的中国
强国梦想将梦圆于世界的东方

2020年
十三五圆满收官
十四五全面擘画
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
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
我国举全国之力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胜利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
唯一实现正增长
粮食生产喜获十七连丰

“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奋斗者”号
实现了“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

鳖”的预言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伟

大成就
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
中国必将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从上海石库门到北京天安门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从南湖红船起锚，乘风破浪，扬帆

远航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百年回首 气宇轩昂 顶天立地
百年展望 时不我待 快马加鞭

走过“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
立于“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
迈向“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
率领中华56个兄弟民族同胞

“敢教日月换新天”！

岁月沧桑 画卷斑斓
——为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而歌

◎白朝蓉 白焰

交响百年诗画烜，鹧鸪一赞《大青山》。英雄山顶残阳血，光照故园敕勒川。
云板小，多松年，千秋功业耀中天。而今伟岸凝山影，守望青城亿万年。

文曲悠悠亮星悬。鹧鸪再赞《大青山》。爱之山下关河恋，爱之川上边塞缘。
讴院士，颂才媛，壮歌伟业绕峰峦。痴情缱绻北疆草，洪韵铿锵赤县天。

转瞬风云度百年，鹧鸪三赞《大青山》。青春山下青春曲，一代新人谱新篇。
歌百姓，唱青年，赤诚才智献家园。都城地铁繁华界，驼马毡包成笑谈。

敕勒歌传千百年，鹧鸪四赞《大青山》。情如梦幻山萦梦，画海诗潮涌巨澜。
情烈烈，意拳拳，凌风绝顶诵前瞻。永跟党走不回头，大笔春秋写续篇。

延安，仰望与惊喜……
◎温古

黎明的抵达
有你鲜血的一抹
你以红梅的品质伫立枝头
眺望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

革命不是闲庭信步
每一步都险象丛生触目惊心
面对嬗变的嘴脸
面对阴暗的投机
你的眸子里
生出摄人魂魄的傲气

江姐
在世人仰视的高处傲然挺立
这些天，我的身边
常常有《红梅赞》的歌声响起
虽然寒冬已过
对于苍白的灵魂来说
依然需要你的铁骨清风
洗涤心底的郁积
对于缺钙的躯体来说
依然需要你的血色坚贞
点燃生命的火炬

红，生命的原色
血管里奔涌着江河的涛声
高举右手
握紧拳头
对着太阳穴
从胸膛发出钢铁的誓词

从此，用共产党人的赤诚
担起百姓之苦
跋涉，从百年前开始
春潮涌动，红星闪闪
浩荡。漫过科尔沁的晨曦
用乌苏里卡伦浅滩融化的冰雪

擦亮曾母暗沙的目光
右手把神圣的哈达搭在帕米尔之巅
左手把满舱的乌苏里船歌
泊在黑龙江上

七月的红，锻铸
一阙红船的词。光辉普照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每一寸大地
江山为证
一切以人民为重
用百年风雨历练的脊梁
正在耕种更美的春天

鹧鸪天四章·赞大型交响诗画《大青山》
◎单学文

基石·江竹筠
◎赵剑华

英雄
◎戈三同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江竹筠

父辈的尊严
——献给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父辈们

◎林青彪

追梦百年·鲜红的党旗
◎犁夫

百年花红
◎王笑风

江山为证
◎北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