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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研究生 许宇蒙

“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
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
娇二气，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
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仍然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陕
西省延安市、河南省安阳市考察时的讲
话，让我热血沸腾，也感到了肩上沉甸
甸的责任。

2014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开
封市尉氏县张市镇高标准粮田综合开发
示范区考察。当时，我正上初二。我在新
闻里看到，总书记走进麦田，看到小麦长
势喜人，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也记得，
当时来自河南农业大学的农业科学家郭
天财教授向总书记汇报小麦长势。从那
时起，我就下决心要上河南农业大学。

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分数远超一
本线。不顾家人的反对，我毅然选择了
河南农业大学，立志要成为一个懂农业
爱农村的新时代知识青年。

来到河南农业大学后，我认真学习
专业知识。去年5月 10日，我和两位同
学勇敢走出舒适的象牙塔，回到兰考县
许河乡创业，我想在生我养我的这片热
土上一展抱负，也想用自己的所学为父
老乡亲们出点力。

我们吃住在村里、调研在村里、传授
技术也在村里，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学生
农民。经过摸索，我们采用“合作社+农
户”的形式与农户签订合约，以高于市场
价的价格收购农户的农产品。经过一季
玉米的种植，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平均每
户增收近3000元。慢慢地，乡亲们从不
信任到和我们成了朋友，也愿意把土地
交给我们打理。去年 7月，由我负责的

“兰考县弘农种植专业合作社”完成注
册。今年，我考取了河南农业大学资源
与环境学院的研究生。掌握更多本领
后，我要继续扎根家乡、扎根农村，带着
更多乡亲们增收致富、过上更好的生活。

乡村振兴呼唤人才，生逢其时的
我，一定要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③8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整理）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三学生 王艺翰

读初中的时候，我曾经到红旗渠去
参观。第一次看到蜿蜒穿行于太行山
间的“人工天河”，在城市长大的我难以
想象，这是当年的林县人民凭借双手，
用锤子、铲子等最普通的工具和方法一
点点开凿出来的，我感到非常震撼，这
种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
雄气概令人动容。

在修建红旗渠的十万大军中，有很
多是和我年纪差不多的青年人，有的甚
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样的奋斗
故事还有很多。正是一代代人的艰苦
奋斗，一代代青年的顽强拼搏，才换来
了今天的美好生活。

这些先辈一直都是我的榜样，从他
们身上我不断汲取着奋进的力量。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看到身边的医生、
社区工作人员等很多人都在为我们的
安危奔波，我想自己也要为抗击疫情做
些事情。

作为校学生会主席，我带领大家一
起想点子去丰富同学们封校期间的课
余生活。我们以年级为单位开展“小小
百家讲坛”活动，与郑州其他五所高中
联办线上春晚，很多开拓性的尝试，让
同学们的校园生活重回活力，我们也留
下了独特的青春记忆。

去年 7月，郑州遭遇特大暴雨。我

第一时间组织学生会投身抗洪救灾志
愿活动，我和同学们到金水区社工中心
参与志愿服务，大家不怕苦、不怕累，扛
起了新时代青年人应有的担当。

一天夜里，我接到社工中心通知，
有一批物资需要紧急运送，我穿上衣服
就赶过去了。深夜里的社工中心灯火
通明，志愿者从各处赶来帮忙。汗水很
快把大家的衣服浸透，但没有人停下
来，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今年4月，我作为中学生代表，参加
了由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举行的省直各界
青年弘扬五四精神投身“十大战略”座谈
会，认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
听了他们的事迹，我受益匪浅，心里默默
地把他们作为我今后学习的榜样。

面向未来，我一定谨记习近平总书
记对青年人的嘱托，向祖辈、父辈们学
习，学习他们为了理想吃苦耐劳、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优秀品德和精神；学习他
们面对危险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
摒弃骄傲自满之气、娇生惯养之气，坚定
理想信念，树立远大志向，努力学习，将
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把青
春热血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③4

（本报记者 曹萍 整理）

□巩义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副主任 贺晓莹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
一两代人的事，我们正逢其时、不可辜
负，要作出我们这一代的贡献。”当我摘
录下这段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红旗渠时
对年轻一代的殷殷嘱托，一种干事创业
的激情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涌上心头。

我是 2015年加入检察队伍的。入
职第一课，是单位电梯里悬挂的工作行
为准则——认真、快、坚守承诺、决不找
借口。7年来，这几个字始终激励着我
努力工作。

今年 6月，我受理了一件虐待老人
案，犯罪嫌疑人石某是名护工，被害人
是他看护的一名老人。监控显示，案发
当晚，被害人想掀起门帘出门，石某有
进入被害人房间的动作。第二天，被害
人被查出股骨、肋骨骨折。被害人称骨
折是石某将其推倒在地所致，但石某坚
决否认。由于房间门口挂了厚厚的门
帘，双方“会面”情形监控中看不清，案
件陷入僵局。

其实基于现有证据，完全可以作出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批准逮捕决
定，但我过不去心里这道坎儿。20分钟
的监控，我反复看了几十遍，随后又走
访了被害人，到案发现场观察建筑结
构、房间布局，与接诊医生、法医深入交
流，最终完善了证据链，石某将受到法
律惩罚，老人也得到了相应赔偿。

在很多人眼中，检察官站在公诉台
上义正词严的形象，很是光鲜。其实，
每个案件对于我们而言都是沉甸甸的，
因为任何一个疑点，就可能影响案件走
向，影响当事人的人生，影响社会的公
平正义。想在公诉台上底气十足，背后
就得付出艰辛努力。

我曾经办理的王某等 16人寻衅滋
事案，涉及人数多，但证据不足。我怀
着 6个月的身孕，与同事沿着崎岖山路
实地走访完善证据，最终将王某等人所
涉嫌的犯罪事实全部查清。开庭前，我
因胎儿有宫内缺氧迹象被“扣”在医院，
医生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允许我短暂
离开，就这样，我戴着住院手环赶到了
庭审现场。

作为一名青年检察官，我肩负着党
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要向老一辈检
察人学习，摒弃骄娇二气，以狭路相逢
勇者胜的气概战胜一切困难，在守护公
平正义的赛道上跑出青春加速度。③6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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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洞，舞蹈演员们手持标语展示爱国之情。 本报资料图片

马超群和金沙小学的学生们。受访者供图

许宇蒙正在给
孩子们展示农作物。
受访者供图

□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教师
马超群

我是金沙小学的一名“90后”
体育老师。工作之余，我还喜欢摄
影摄像、给孩子们编排红色主题的
舞蹈，然后拍成微电影，让孩子们
通过舞蹈演绎、了解革命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年轻一代
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娇二气，像
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在
历史的丰碑上。总书记的谆谆寄
语，让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带孩子们
在黄河边拍摄校园版微电影《金刚
川》时的场景。拍摄过程中，沙子灌
进了鞋里，脚下的泥水把衣服都浸
透了，但没有一个人喊苦。由于只
有一个机位，一些镜头要完成多角
度拍摄，需要重复拍摄几遍，孩子们
真摔、真倒，脸上、衣服上沾满了泥
巴，那一刻我看了也心疼，他们却
说：我们这不算什么，当年志愿军战
士们在战场上比我们辛苦百倍。

事非经过不知难，这也是我拍
摄这部微电影的初衷。教学过程
中我发现，很多孩子还不知道，或
者还无法真正体会，现在的岁月静
好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而作为一名教师，我们
不只是要教给学生书本上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做他们灵魂的塑造
者。弘扬革命传统、培育时代新
人，是不可推卸的职业使命。

电影《金刚川》让我深受触动，
我想通过舞蹈演绎的形式，让学生
走近可亲可敬的革命先烈，亲身体
验和感受英雄人物为祖国甘于奉
献牺牲的精神。没想到，拍成微电
影发到网上后，得到了众多网友的
关注和赞赏，很快就登上了微博热
搜，这让我和孩子们深受鼓舞。后
来，我们又接连拍摄了两部红色主
题舞蹈微电影，一部是去年在新疆
哈密拍摄的《西路壮歌》，孩子们第
一次站在草原上跳舞，演绎西路军
英勇悲壮的战斗故事；一部是今年
五四青年节前夕推出的短片《青
春》，致敬五四运动中的革命先
烈。这些作品题材一经推出就受
到了广泛关注。

对于孩子们来说，每次演绎
都是成长。微电影的成功，让我
更加坚定，要创新教学方式，讲好
红色故事，把信仰的种子植根到
学生心中，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③7

（本报记者 冯军福 整理）

□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河南师范大学教授 马福运

红旗渠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中原

大地鲜明的“文化符号”、党和人民最可

宝贵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不可磨灭

的“历史印记”，具有穿越时空的持久生

命力和强大感召力。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人工天河”红旗渠时指出，红旗渠就是

纪念碑，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不服输、

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要用红旗渠

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

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

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红旗渠精神的重要论述，为

我们在新征程上继续传承弘扬红旗渠精

神，用红旗渠精神教育干部群众特别是

广大青少年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努

力方向。

红旗渠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

头，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的具体形态，蕴藏着百年大党无坚不

摧的精神密码和红色基因，具有震撼人

心、激发斗志、凝聚力量的强大精神力

量。“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

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是广大青少年弘

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

材。我们要通过红旗渠精神的宣传教

育，让年轻一代深刻认识到，没有老一辈

人拼命地干，没有他们付出的鲜血乃至

生命，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永

远铭记他们；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娇二

气，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

在历史的丰碑上。

我们要全面审视红旗渠精神的教育

价值，做好传承弘扬工作，系统提升红旗

渠精神对青少年的政治引领力、思想教

育力和价值塑造力。要继续深化对红旗

渠精神内涵的研究，进一步挖掘其生成

逻辑、传承脉络和时代价值，为红旗渠精

神的宣传教育提供科学理论支撑；要着

力推动红旗渠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

学生头脑”，培养青少年“有理想、敢担

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坚毅品格，引导他

们成长为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青

年。③8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