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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2名）
王圣然 《我有一个司机梦》
尚志市实验小学
常铭航 《水火淬青春 肝胆筑家国》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4名）
李嘉轩 《中国梦，我的梦》
哈尔滨市继红小学哈西一校区
王乾宇 《在感恩中茁壮成长 在平
凡中绽放光芒》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小学
郑美琳 《青年当有为 强国应有
我》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
祁妙 《我是一名升旗手》
哈尔滨市六十九中学

三等奖（8名）
赵浩然 《我与“辽宁舰”的前世今生》
哈尔滨市铁岭小学
佟极言 《我们一家四代北大荒人
的故事》 克山农场小学
刘晏辰 《我们一家四代的中国梦》
哈尔滨市铁岭小学鲁商校区
姬梦楠 《心系苍生吾辈视为已任 胸
怀天下少年立志强国》
哈尔滨市第107中学
李昊熹 《放飞青春梦想 履行青春
责任》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松北校区
马佐一 《我和祖国有个约定》
八五九农场中心学校
李芊凝 《握紧历史的接力棒 用青
春续写荣光》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南岗校区
刘梓宸 《欣逢盛世，当不负盛世！》
大兴安岭地区立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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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志 蓬勃向
“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征文获奖作品摘编（中小学生组）

当我清晨背着书包跨进整洁的校园的时候，当
我咬着笔尖，在为学会一个新的知识而欣喜的时
候，当我看到我国自主研发的火箭升空，喷发出蓬
勃的烈焰的时候，我憧憬着未来，恨不得立刻长出
翅膀，飞跃高山，跨过海洋，使出浑身的力量，与千
千万万的朋友一起挺起祖国的脊梁！

记得在送别医疗战线工作的母亲支援疫情防控
的那天，当她挥手对我笑着说要听话的时候，我也笑
着对她说放心，我真的感到骄傲，因为我的母亲是为
正义的事业而战斗！然而等到汽车启动，母亲回头
看我的时候，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奔涌而出，我发狂
似的追着车喊着保重，直到车辆转过街角，彻底消失
在眼帘的时候，我才停下来默默地感受心中的酸痛
涌动，不知道是不舍还是挂念。我更深深地期待长
大成人，成为坚强的人，成为勇敢的人，成为自强不
息的人，就可以代替母亲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奋斗当珍惜光阴。一寸光阴一寸金，作为一名
学生，坚守本职就是用知识武装头脑，面对困难不
改志、面对问题不退缩，让青春年少洋溢在校园的
小树下，荡漾在朗朗的读书声中，绽放在获得新知
识的喜悦里！

拼搏需激发勇气。春耕夏耘、春华秋实，每步
成长都需要用信心来鼓舞、用汗水来浇灌、用意志
来拼搏。今天，寒窗苦读已不需程门立雪、凿壁偷

光，只要勤奋，就能自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这知识
可以保卫国家，这知识可以振兴民族，即使海再宽，
只要肯拼搏，就一定能达到更遥远的彼岸。

伟大亦出自平凡。哪一个伟大的人，不是从默
默无闻开始的呢？莫欺少年穷，每一个有理想的少
年都是一颗小小的星星！且听少年诗，我们为祖国
的高山而歌唱，为党的荣光而欢呼！我坚信，在并
不遥远的将来，平凡的我和我的朋友们一定能成为
对党和国家有用的人，在平凡中铸就辉煌。

远航当牢记使命。即使我是一棵小草，也愿意
为花园添一点绿；即使我是一颗螺丝钉，也愿意钉
在党和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为祖国发展贡献力
量！

我把妈妈当榜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小学 王乾宇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当司机
的梦想，我想当一名开着大汽车的司机，想
想手握方向盘、目视前方、一路飞驰的场面，
就会感到很威风！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格外喜欢坐那又
高、又大、又宽敞的大巴车。于是，姥爷就多
了一项任务——在这个小县城里，每天牵着
我的小手，带着我去坐大巴车过瘾。我和姥
爷一天一天的坐，一圈一圈的坐。一坐上大
汽车，眼睛看着窗外的街道和路人，我总是
开心无比，而姥爷却总是拉住我的小手，在
那呼呼睡大觉。那时的我，就有了一个梦
想：我想当一名大巴车的司机！

上了小学之后，有一年冬天，姥爷领着
我去了哈尔滨。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城
市，所以见到什么都觉得很新鲜。姥爷带我
去了哈尔滨鼎鼎有名的旅游景点——冰雪
大世界，去了百年老街中央大街，还去逛了
大商场，吃了好多好吃的。我和姥爷在哈尔
滨玩了两天一夜，最让我开眼界的，还是坐
了好几次地铁！

地铁站里面那么大，我想，这肯定比大
巴车好玩多了。当地铁行驶起来，我发现速
度比大巴车快多了，比大巴车稳多了，比大
巴车安静多了。而且地铁从来不堵车。一

路畅通，体验超爽！我曾在大巴车的座位上
放了一瓶矿泉水，车启动还没走几步一个摇
晃，水瓶就倒在一边。但是我在地铁的座位
上同样放一瓶水，地铁跑得飞快，水瓶都没
有晃倒，只是瓶里的水面在轻轻地抖动，这
可真是太稳了！我又有了一个梦想——我
要做一名地铁司机，驾驶着更加安全、更加
舒适的地铁列车前进！

近几年，我的家乡尚志——这个小小的

县城突然之间就建起了高铁车站，成了为数
不多的县级高铁集中地。我们的旅行生活
也因为高铁的出现变得更加快捷方便。高
铁进站、停车、启动，都非常安静。高铁的
车厢内，更安静舒适，两个人轻轻地说话都
能听得到。高铁的速度非常快，时速可达
到三百多公里。有一次出去旅游，我乘坐
了高铁。列车飞快地奔跑，我在高铁的窗
台上立起了一枚硬币，它竟然纹丝不动，稳

稳当当地立在那里。我真心见识到中国高
铁的厉害了！我又有个梦想——当一名高
铁司机！

最近，我开始关注国内外新闻，了解中
国和世界的变化。看到“中欧班列”顺利开
通，中国和世界通过国际列车架起新的“桥
梁”，中国与世界各国加强文化交流，贸易
往来也变得十分频繁，我突发奇想：我要当
一名国际列车的司机！

我要把中国的产品运到世界各地，让外
国人知道中国的产品物美、质优、价格实惠，
让中国“智造”成为国际品牌。

我还会向世界各地的人们宣讲中国五
千多年的光辉历史，我会把嗨爽舌尖的中国
美食文化、妙趣横生的中国民俗文化、博大
精深的中国戏曲文化、笔走龙蛇的中国书法
文化、丰富多彩的中国服装文化传递到世界
各国。

我要教外国朋友说中国话、写中国字、
唱中国歌、吃中国菜，让国际友人更加了解
中国，深深地爱上我们的大中国！让“一带
一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让世界各国的人
民成为好朋友！

我有一个司机梦，那就是驾驶着中国最
先进的列车，走向世界。

我有一个司机梦
尚志市实验小学 王圣然

百年前，李大钊先生疾呼：“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
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百年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庄严宣誓“强国有我”。青年一代应有理想，有担当，以
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回首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作为开路人，带领中国
人民走出了一条壮丽而宽广的中国道路。无数青年为
之奋斗努力，他们是披荆斩棘的开路者，是不辱使命的
冲锋者，是默默奉献的耕耘者。他们，是中国青年！

放眼今朝盛世，“神舟”上天、“北斗”组网、“嫦娥”奔
月、“蛟龙”入海，科技强国事业的接续，需要青年上下求
索；产业扶贫、文旅消费、直播带货，乡村振兴需要青年
主动担当；改革开放机遇无限，市场经济大潮迭起，新发
展格局开启，需要青年勇往直前，“强国有我”是青年人
许下的责任和担当。

坚定理想信念，“青”力而为。作为新时代青年，虽
然我们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是红船精神永
恒，这是一个历史的召唤，也是一个时代的召唤。青年
更应当将责任与使命付诸行动，前进无悔，诉说报国之
志。披上白衣，他们就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白衣天
使；穿上警服，他们就是风雨无阻、严守防线的钢铁战
士；挽起裤脚，他们就是不辱使命，奔赴基层的扶贫勇
士。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诉说了中国青年的理想信念与
责任担当，倾力而为。

保持进取心态，“青”出于蓝。青年应保持本领恐慌
的意识，不断进行学习。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青年医生，

高校、医院科研团队进行疫苗研发。从发起项目到设计
产品，再到落实量化生产，他们用智慧推动发展，用爱心
创造未来，是一代代民族精神的薪火相传。

主动迎难而上，“青”描淡写。青年应不惧苦难，勇
于在千头万绪中“亮剑”，更应默默无闻，书写爱国之
情。无论是街头巷尾、网络云端，还是疫情防控，复工复
产，青年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用自己的热情与乐观，
用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

弄潮儿向潮头立，青年人于天地强。一代又一代青
年用自强为中国筑基，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华崛起，正
需吾辈青年发奋努力，早日成为国家栋梁。在第二个百
年目标来临之际，吾辈青年应勇做时代的弄潮儿，不负
时代，不负韶华！

“青”字多义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 郑美琳

记得在少先队入队仪式上，辅导员老师说，红领巾
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一定要从小树
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志向。

我深知，强国复兴为的是祖国强盛，为的是人民幸
福。何以强国？必然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每每凝望
校园的五星红旗，我都会心潮澎湃。

这一学期，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升旗手。早上
八点，红日初升，胸前的红领巾如同燃烧的火炬，映衬着
我热忱的心。我双手擎起国旗，顿时觉得自己身上肩负
了重重的使命。铿锵有力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来了，我
握起国旗一角用力向上扬去，绳子被有节奏地拉着，国
旗缓缓上升，激动的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刹那
间，无数革命先烈以及仁人志士的身影在我脑海中浮
现，他们为强国复兴而拼搏的画面在我眼前一帧帧的闪
现……

我想起了南湖中荡漾的红船，想起了奋勇杀敌的八
路军战士，我想起了戈壁滩的蘑菇云，想起了雷锋工具
箱里的螺丝钉，想起了袁隆平爷爷手中沉甸甸的稻穗！

我想起了新冠疫情中的先锋。耄耋之年的钟南山院
士、李兰娟院士等临危受命，奔赴抗疫最前线；90后王越
医生怀孕两月，仍毅然冲向战场……还有我们的核酸检
测者，我们的社区基层干部，我们的小区保安，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中战斗着，守护着百姓的安康。

我想起了刚刚闭幕的冬奥英雄。17岁的苏翊鸣和

18岁的谷爱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时代冰雪健儿的魅
力和风采。还有幕后教练员、志愿者，他们一起见证了
中国成为冰雪强国的难忘历程。他们，是青年学子的榜
样，更是中国青年的模样。

国歌声在“前进、前进、前进进”中戛然而止，我的思
绪被瞬间拉回到激情澎湃的校园。我亲手升起的国旗
正在旗杆顶部迎风飘扬。同学们身着整齐的校服，佩戴
着鲜艳的红领巾，眼中闪烁着炙热的光芒，这便是青春
的模样。在先辈的努力下，我们这些新时代的青少年们
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中，享受着高科技的多媒体教
学与丰富多彩的课程，更应该好好学习，为强国复兴奉
献每个人的光和热。

我是一名升旗手
哈尔滨市第六十九中学宣化校区 祁妙

我是大地里的一棵幼苗，作为希望被种下。在成
长的道路上，阳光照耀我，雨露滋养我，祖国母亲将爱
与呵护给予我。我仰望星空，星空璀璨啊！在神秘太
空遨游的神舟承载着伟大的中国梦，这是几代航天人
砥砺前行的最好证明。天宫空间站与浩瀚的宇宙，浪
漫的星河为伴，这是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
强的最好证明。我愿将来像我一样的幼苗手拉手，凝
聚破土而出的力量，势不可挡，强我中国。

我是山间的一条小溪，作为乐章在流淌。在前
行的道路上，知识指引我，品德引领我，祖国母亲将
所有美与和谐赠与我，在她的臂膀里，我追求理想。
走在巍峨的峻岭中，我俯瞰大海，海洋广阔啊！在深
邃海底潜行的“蛟龙”，是多少航海人刻苦钻研取得
的伟大成就。我愿将来，拥有汇聚河海的志向，奔腾
向前，振兴中华。

我是田野上的一片稻谷，作为收获的喜悦。在
奋斗的道路上，清风抚慰我，星月陪伴我，祖国母亲
将力量与信念传递于我，在她的天地里，我拥抱信
仰。扎根在祖国肥沃的田野上，我遥望天空，天空晴
朗啊！在湛蓝的天空下运转的北斗卫星展现着自
强，这是多少北斗人共克时艰取得的突出成果。每
一项都是自主研发的收获，都名副其实的镌刻上中
国制造。我愿将来，继承自主创新的思想，收获更加

耀眼的果实。
我是天空下的片片白雪，作为花朵在绽放。在拼

搏的道路上，善良拥抱我，勇气追随我，祖国母亲将自
由与信任交给我。在她的目光下，我潇洒飘扬。落在
祖国的山川间，我凝视大漠，大漠壮阔啊！在深沉又寂
静的戈壁荒漠里，蘑菇云曾腾空升起，这是多少核弹人
艰苦奋斗取得的巨大喜悦。这是大国重器的最有力说
明，这是河山万里，寸土不让最雄厚的底气。我愿将
来，迸发无人能敌的中国力量，披荆斩棘，所向披靡。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鸿鹄之志在
我心，我愿勤学、明智、拼搏、奋进！为了我的梦，为
了中国梦，向前！

我是一棵幼苗
哈尔滨市继红小学哈西一校区 李嘉轩

是否，那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
相连的高尚情操，已在时代洪流中徘徊不
前，一篙独去。是否，那将个人理想与时
代脉搏紧密相连的格局观念，已在去日坎
坷间遁于无形，难以寻觅。不曾！且看中
国青年继往开来，丹书白马，以鲲鹏之势
直抵理想彼岸，亦铸时代华章。

青年一辈，当拨重雾，见日升。
淮南子曾言，“人无善志，虽勇必伤。”

诚哉斯言，古有孔子以有教无类为义，墨
子以兼爱非攻为旨周游列国；今有周恩来
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念。先贤们在
追求个人理想的路上吹散雾霾，明确方
向，青年一辈亦汲取此类经验，以国重于
家 ，兼 济 天 下 为 使 命 ，秉 持 科 技 报 国 理
想。心有大我，就不会囿于小我；胸怀至
诚，就会选择奉献担当。

我辈青年应拿出自己的担当，在各自
岗位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圆梦的脚步就会
越来越坚实。潜航员叶聪助蛟龙行万里
深海，90 后嫦娥团队送玉兔登高天之月。
戍边英雄巴依卡巡边为信念，热血献河
山。治沙学生刘智卓扎根荒漠，助力脱
贫。尽管将青春托付在边境与黄沙，只要
扎根在为祖国振兴富强，绿水青山的道路

上，那么人生无处不青山。是以，那将个
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的个人情操，
早已被青年所吸纳，以承载时代之期望。

青年一辈，当少言语，多实行。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万物生。

于逐梦之路上，青年应效天地之形行，敢
作为，勇承担，砥砺前行。回想从前，放弃
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的钱三强，在空

难时舍身保护数据资料的郭永怀，隐姓埋
名二十八载、被誉为“氢弹之父”的于敏；
一如现在，“善梦者”钟扬为种子搭建方
舟，播种科技未来，初心不改；樊锦诗舍半
生给茫茫大漠，奔赴那文化苦旅，半生风
沙。他们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以实
行搭筑起通往岩石峭壁的路。扎根土地，
为民谋福，“我们不是为自己而生，我们的

国家赋予我们应尽的责任”青年该当如
此。

青年一辈，当顺时局，开新篇。
这个时代已然降临，世界多元化不可

更改，时与势尽在我辈青年。00 后顶在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一线，他们是略带稚
气却最勇敢的中国人，这种保护是传承，
是连结，更是对时代的呼应，新时代，中国
青年向世界证明什么是使命与担当。青年
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
就有希望。放眼前路千山万水，我们还将
跋山涉水。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吾辈青年如
何顺应时代的脚步，实现强国复兴？我们
要有匹夫有责的担当，兼济天下的胸襟，
大庇寒士的情怀，肩负使命，志存高远。
以助祖国实现协和万邦，文化交融，让丝
绸之路在铁路巨网中重建。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时刻把握方向，端正思想，顺应
时局，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同风
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仲 夏 夜 里 蝉 声 四 起 ，掬 一 捧 银 河 如
练，光华万点，振翅通往理想彼岸，为中国
梦的实现，为时代华章的铸建！

水火淬青春 肝胆筑家国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 常铭航

听太爷爷讲，我们家四代人都生活在
北大荒这片黑土地上。太爷爷是第一代
北大荒人，他参与开发建设了我们的家
乡克山农场；爷爷是第二代北大荒人，他
参与了农场的生产和发展；爸爸是第三
代北大荒人，他参与了农场的改革和建
设；我是一名二年级的小学生。今天，我
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一家四代北大荒人的
故事。

1955 年，太爷爷和一百多名干部职工
从三道岗农场来到了克山县二农场。听
太爷爷讲，他们住在马架子、地窨子里，
阴冷潮湿，吃的是冻土豆、窝窝头。蠓蚊
叮咬、野兽出没，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建
设起了克山农场。

1981 年，爷爷从部队回到农场。听爷
爷讲，当时的农场已经初具规模。爷爷
开始跟着师傅学，钻地头、下田间，风里
来雨里去，每天和黑土地打交道，后来熟
练掌握技术，成为业务骨干。再后来，爷
爷当起了师傅，将技艺传承下去。

爸爸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克山农
场，成为城管局的一名监察员。他的工
作是巡视场区。每天全靠步行，经常是
脚磨起泡了，鞋磨坏了。爸爸对场区的
情况了如指掌，谁家新垛了柴火，谁家的
水沟堵了，他都门清，也总是第一时间帮
助居民解决问题。雨天，他要去路上清

理树枝，疏通沟渠；雪天，他要起早去清
理，保障道路通畅。

讲讲我自己吧！我是一名小学生，我
出生成长在克山农场。我最喜欢的是看
书，家里有很多书。看书可以让我开阔
眼界，增长知识，去了解未知的世界。因
为空闲的时候我总是在看书，所以妈妈
总是叫我“小书虫”。

我的妈妈曾经参加“讲北大荒故事
弘扬北大荒精神”故事大赛，虽然我还不
是十分理解什么是北大荒精神，但我知
道这些就是我要学习和坚守的东西。作
为一名新时代的北大荒人，我一定要努
力学习，长大后像太爷爷、爷爷和爸爸一
样，为北大荒的建设出一份力！

我的北大荒基因
克山农场小学 佟极言

搜寻我幼小的记忆，我的梦想是在太爷
爷的怀抱里开始的。

太爷爷是一位离休军人，身体清瘦，平时
很严肃，但抱着我时会露出慈祥的笑容。我
也常依偎着他，在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中进入
梦乡，好像和太爷爷一起直面他在绥远、张家
口、晋北、晋中战场和延安保卫战中的枪林弹
雨；远眺他在解放兰州、解放大西北战役中的
漫漫征途；聆听他和战友们“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豪迈歌声。

太爷爷在91岁时离开了我们，给太奶奶
留下了他的遗物：一张开国大典上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等伟人们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太
爷爷和他近百位战友的合影，还有一枚枚解
放奖章、抗美援朝勋章……

把我在太爷爷怀里的梦想变得清晰的，
是我的爷爷。他把我幼时听太爷爷讲的片
段，帮我一起整理成鲜活的故事。爷爷在15
岁的时候，就穿上军装，和几十名小战友一
起迎着凛冽的寒风，奔赴青藏高原封闭训
练。直到爷爷退休，全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工
作内容。但我知道，爷爷保卫边疆，立下军
功。我猜到，爷爷的梦想是科技强军的梦，
是科技强国的梦，是国泰民安的梦。

我曾经问过爸爸、妈妈，为什么他们没
有参军？爸爸说，没有通过体检，没有延续

“军人世家”的传统，是他最大的遗憾。但爸
爸的工作也和捍卫二字有关，他是做网络安

全工作的，捍卫国家网络空间的安全。妈妈
在大型农贸批发市场工作，保障着千家万户
的菜篮子。新冠疫情肆虐时，她们在默默坚
守之中将食品送到了抗疫一线。不用问，爸
爸、妈妈的梦想一定是平安中国的梦，是幸
福中国的梦，是美丽中国的梦。

我的同学们说起过很多令人心动的梦
想，而我，更渴望继承太爷爷的夙愿，接过爷
爷、奶奶的衣钵，弥补爸爸、妈妈的遗憾，成为
一名中国军人，圆一个普通“军人世家”的梦。
在这个家里铭记着太爷爷解放中国的梦、保
家卫国的梦；寄托着爷爷科技强军的梦、科技
强国的梦；萦绕着爸爸、妈妈平安中国的梦、
幸福中国的梦；更孕育着我和同学们一起让
祖国更加富强、民族伟大复兴的梦！

一家四代的中国梦
哈尔滨铁岭小学鲁商校区 刘晏辰

仰望历史的星空，家国情怀熠熠生辉，
跨过时间的长河，家国情怀绵绵不断。

静静汨罗守护着他的精神，年年甜粽
诉说着他的忠贞，那是个百家争鸣的动荡
年代，他用自己的行动说明了什么是心存
家国，在那个七朝共存的战乱时期，他用自
己的生命回答了什么是忠心为国，屈原，是
吾辈学习之楷模。

强 国 有 吾 辈 ，是 犯 我 中 华 者 虽 远 必
诛！强国有吾辈是辽圣宗所说：子孙皆宜
守，世业当永昌。强国有吾辈就像岳飞所
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强国有吾
辈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继往圣
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之根本，为知晓天地之本
质和规律。知其根本，方可深究其精髓，开
辟创新。然而知其根本，论吾辈而言，必当
心志坚韧于学习之时，方显自律之本色
也。待得春秋施展其才，便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之根本，为知晓苍生所需
要。知其所需，方可进其福祉，为其立命。
孟子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愿为生民立命，则需知晓天下苍生之所
需。更需心怀天下，知晓黎民福祉，远重于
个人得失，施展其才，便可为生民立命。

继往圣之绝学根本，为不忘中华历史
之源远流长。继先辈之绝学，代代相传。
待传与后辈，便为吾辈继往圣之绝学是也。

为万世开太平之根本，为将黎民福祉
视为己任。知其所需，并达其所愿，是使
万世太平之根本。中土辽阔，人民生生不
息。万世太平之国，必为兴盛之国。待得
功成名就，施展其才，为生民立命后，便可
为万世开太平是也。

团徽星星闪光芒，强国必当有少年！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四海，来日

方长。少年兴则国家兴，吾辈必当心系苍
生，胸怀天下。

心中有光 不惧路长
哈尔滨市第107中学 姬梦楠

在蔚蓝广袤的中国海域，傲娇的“辽宁
舰”正带领着它的护卫舰群尽情驰骋、劈波
斩浪，一架架舰载机从甲板腾空而起、直冲
霄汉……

要说我与“它”的故事，无疑是我蹭了
“他”的热度。“他”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
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就职于大连造船厂。

“它”的到来打破了爸爸原本的生活，
2005 年，瓦良格号的续建改造工程和后续
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及配套工程拉开了帷
幕。大连造船厂承担了主建造的大部分任
务，爸爸和他的同事们有幸参与其中。

爸爸的工作更忙了，妈妈见到他的时间
也越来越少了，瓦良格号也在悄然地变着模
样。与此同时，爸爸妈妈的二人世界也发生
了变化，猝不及防地出现了一个入侵者——
我的到来，又一次打乱了他们的节奏。妈妈
怀着我分外辛苦，但这个时候本该守在我们
身边的爸爸却整日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早出
晚归、披星戴月。

妈妈理解他的难处，更支持爸爸的工
作。因为他们都清楚知道，中国海军的崛起
之路是国人的梦想。

2012 年 9 月 25 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
舰“辽宁舰”在中国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大连
造船厂交付海军，瓦良格号正式更名为“辽
宁舰”，完成了它前世今生的华丽转变。同
年，我光荣问世。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如今我已经十岁
了，“辽宁舰”也在中国海域执行了十年的守
卫职责。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伟大的祖国
迅速崛起，日新月异。

我羡慕我的爸爸，他能亲身参与到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之中，成为共和国大厦
的一颗钉、一块砖；我羡慕空间站里的航天
员，他们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身处浩瀚的宇
宙，俯视我们生活、热爱的地球；我羡慕兢兢
业业的劳动者，他们用自己的勤劳、汗水创
造着无限的财富，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我无时无刻不在期望自己快些长大，能
够向所有我崇拜的人一样，用我的青春和智
慧供养我的祖国，让我的一切与我的祖国融
为一体。

我与辽宁舰的“前世今生”
哈尔滨市铁岭小学 赵浩然

生逢盛世，何其有幸！吾辈青年当爱
国、立志、勤学、躬行，请党放心，强国复兴有
我！

强国复兴有我，弘扬爱国之心！爱国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孟子“达则兼
济天下”，陆游“位卑未敢忘国忧”，于谦

“一片丹心图报国”；有李大钊、杨靖宇等
爱国志士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
有钱学森、邓稼先等元勋以身许国；有钟
南山、屠呦呦、袁隆平等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忠诚爱国。爱国，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
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国家民族的
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
家。作为青年，我们只有胸怀爱国之心，笃
行爱国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才能不负
青春，不负韶华！

强国复兴有我，树立青云之志！“志之
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
向是人生的航标，一个人要做出一番成就，
就要有自己的志向。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志
向，但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
民联系在一起，也是人生的脊梁。作为青
年，我们需要胸怀报国之情、忧民之心，将
个人的志向同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相
结合。

强国复兴有我，勤学有用之识！“黑发不
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钱学森仅用一
年就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
学位，仅用三年时间就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
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钱为研制“两弹一

星”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人生的黄金时
期在青年。作为青少年，我们要惜时如金，
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增强本领，用自己的学
识报效祖国！

强国复兴有我，躬行实干之事！做人做
事，最怕的就是只说不做，眼高手低。广大
青年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学问、有才干的
实干家，在新时代干出一番事业。作为新时
代的青少年，必须躬行“爱国、立志、勤学”，
才能真正地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

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
为，也必将大有作为。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
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
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
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遇见更好的自己 遇见更好的未来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松北校区 李昊熹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冬奥
会领奖台上响起了国歌，看着五星红旗一
次次地升起，坐在电视前的我热泪盈眶。
老师说我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祖国的
花朵，建设祖国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学习，
并贡献自己的力量。

生于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牵着她的
手，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跑步，在她的注视
下不断成长。我知道是因为她的庇护，我
才能健康成长，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
现在的我，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思想也是不
够成熟的，所以我和祖国做个约定好了，在
未来的日子里，我要不断学习文化知识，只
有每天不断进步，才能为强国建设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虽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可在努力学
习的时候，也有了自己奋斗的目标，朝着目
标不断努力，我的目标是做好每一天的小
事，将来才能做好人生的大事。妈妈说，
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去帮别人做事
情，大概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吧。可能现在的努力有些微不足道，不过
我知道积少成多。我相信在不断充实自
己的道路上，我会变得更加强大，会更有
能力建设祖国。

我知道，为建设美丽和强大的祖国贡
献自己的力量，只有丰富的文化知识是远
远不够的，还需要有强健的身体，所以我
经常锻炼身体，比如跑步，跳绳等等，从小
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而且在饮食方面，

也努力保持营养均衡。只有体格更加强
健，文化知识更加扎实，才能让自己更加
优秀，这样就能尽最大的可能发挥自己的
作用。为了更好建设祖国，需要我们共同
的努力。

“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我要为强
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成长的路上，我
会坚定自己的信念，带着我的梦想一起为
祖国奋斗终身。我想正因为有无数个这样
的我，所以国家才能更加繁荣富强。我还
年少，在未来十年甚至几十年，我会一直和
祖国母亲在一起。希望在我的努力下，她
会越来越美好。

所以，我想和祖国有个约定，在以后的
发展道路上，强国有我，请祖国放心。

大国小家，海与浪花
八五九农场中心学校 马佐一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操场上同
学们追逐嬉闹，教室里书声琅琅，我们的青
春在闪闪发光。

然而回望一百多年前，祖国母亲衣衫
褴褛，满目疮痍，春天在哪里？

1919年的5月4日，在内忧外患的时刻，
是他们，走上街头，呼唤人民的觉醒；在国家
危机的关头，是他们，振臂高呼，举起民主科
学的大旗；在民族屈辱的一刻，是他们，用铮
铮铁骨，诠释了中华青年的不屈与勇气！

穿过历史的峰峦，一代代青年在党的领
导下为中华之崛起矢志不渝，把青春的光芒
洒向九州。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
酣畅；一个腾飞的中国更让人读得自豪！

先辈们用青春热血换来今日中国的春
色满园，如今，是我们站在这年轻的战场，
未来中国就在我们肩上！

脱贫攻坚中，广大青年以热血赴使命、
以行动践诺言，把心血和汗水洒遍千山万
水、千家万户，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
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伟绩！

抗疫期间，到处都有青春的身影。他
们眼前战的是病毒和恐惧，心中装的是祖
国和人民！

北京冬奥会，苏翊鸣、谷爱凌、徐梦桃
等运动员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朝气蓬勃
的青年志愿者在各自岗位上默默耕耘，合
力向世界奉献了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奥
运盛会！

我们，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华正

茂，亲历着“两个一百年”的辉煌，期待着党
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生逢盛世，重任在
肩，我们必须心怀梦想、奋起担当，在强国复
兴之路上，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

青年就要有梦想！当代青年生命的黄
金期与实现“中国梦”的进程正相吻合，我
们定将个人生命融入历史的洪流，为祖国
为人民赤诚奉献。

青年就要有力量！没有人会恩赐，中
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
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

青年就要有担当！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希望。让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
民，用青春续写祖国伟大荣光！

加油，每个平凡又不平凡的你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南岗校区 李芊凝

1935年，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南开大学
开学典礼上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当我置身校园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
旗的时候，当我在影院观看电影《长津湖》、

《我和我的父辈》等爱国影片的时候，当面对
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新冠疫情的时候……
我都会问自己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对
于我们这一代来说不仅是历史之问，更是时
代之问、未来之问。

面对这些问题，更需要我们一代一代这
样问下去、答下去，才能为“中国号”巨轮劈
波斩浪、行稳致远提供最深厚的底气。

作为新时代中国少年，不能忘记那些革
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换来战争的
胜利；不能忘记面对疫情，白衣天使不怕困
难，无私奉献；不能忘记河南洪水暴发时，一
些无名的好心人，捐款出力，让灾区人民重
建自己的家园。作为新时代少年一定要发
光发热，强国复兴一定有我，一定有我们这
一代少年！

历史的接力棒总要一代一代地接过来，时
不我待，年少的我们也即将奔赴“战场”，身为光
荣的少先队员，国家未来的接班人与实践者，
你我他应该有怎样的思考？应该如何回答这
三个问题？我们不应该时刻准备着吗？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口号，铿锵有
力，气势磅礴，响彻云霄。这是我们这代对
先辈们的承诺，更是对祖国的誓言！

我们生活在科技日新月异、社会飞速发

展的时代，所以首先要认真刻苦地学习基础
文化知识，为将来报效祖国打下坚实的基
础；其次是加强综合素质锻炼，争做全面发
展的优秀少年。

作为新世纪的少年一代，我们何其有
幸。欣逢盛世，当不负盛世！

正如电影《长津湖》主题曲《最可爱的
人》中唱道：最可爱的人啊，多想对你讲，如
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更应该脚踏实地
的从身边平凡的小事做起，不断陶冶爱国之
心，增强爱国之智，发奋成才。少年强则国
强！请党放心，强国复兴必定有我们这一代
新世纪少年！

我们该如何作答？
漠河市立人学校 刘梓宸

主办单位：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工
委、省委教育工委

承办单位：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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