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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党的百年华诞
到来之际，教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职工文艺汇演隆重举行，来自教
育部各机关司局、直属单位数百人欢聚一
堂，颂歌献给党。

筚路蓝缕创伟业，初心不忘再启航。
从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到催人奋进的书
画作品；从别具匠心的献礼展览，到立德
树人的思政课堂，七一前夕，全国教育系
统多种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共同祝福伟大的党带领中国人民迈进
新征程、奋进新时代。

一鸣惊人，嘹亮歌声唱响百
年辉煌

“用妙笔追问着真相，用镜头记录着
理想，在跋涉中成长，守护信仰。脚印踏
遍山川边疆，站在桅杆上瞭望远方，变磨
难为勋章，我在场⋯⋯”这两天，原创歌
曲 《追光》 在不少师生朋友圈刷屏了。中
国教育报的青年记者们，用真诚坚定的文
字、美好悠扬的歌声、充满希望的画面，
致敬这100年里的勇敢和光亮。

以音乐感悟党史，用歌声铭记初心。

6月27日晚，教育系统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音乐党史”系列收官演
出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
学、延安大学等学校的延河联盟学生合唱
团共同歌唱 《保卫黄河》，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师生联合表演歌剧 《江姐》 选段，
中央民族大学 56 个民族学子演绎一曲

《唱支山歌给党听》 ⋯⋯
在河南师范大学，同样涌动着炙热的

情感。文艺晚会中，女生独唱 《南湖的船
党的摇篮》 代表“觉醒”，钢琴八手联弹

《我和我的祖国》 展现“自强”，交响合唱
《红旗颂》 奏响“复兴”，全校师生深受感
染，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一曲红歌起，齐心颂党恩。这是一场
场鼓舞人心、振奋人心、凝聚人心的艺术
礼赞，这是一场场一心向党、一切为民的
生动党史学习教育。我辈定将以信仰之
名、向光而行，不负使命、谱写华章。

一片赤诚，丹青妙笔凝聚奋
进力量

“81192，请返航。王伟同志，今年
是您离开哨位的第 20 个年头，祖国没有
忘记您。”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里，退役

大学生士兵张兴旺整理好思绪，缓缓铺开
信笺写下想对“海空卫士”王伟说的话，

“尽管我已退出现役，但我是一名预备役
士兵、一名共产党员，若有战，召必回”。

近日，洛阳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一封封“特别”的手写信件引人注
目。它们的收件人，是李大钊、方志敏、
焦裕禄等 100 位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奋
斗史中践诺初心的优秀共产党员，而写信
的则是学院100名党员师生。

于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于群峰
之上，更觉长风浩荡。100 年来，多少枪
林弹雨的战斗，多少上下求索的追寻，多
少执着坚定的前行。100 年后，千万师生
以丹青明志，以诗词寄情，以一片赤诚凝
聚奋进力量。

在北京，北京化工大学运用 3D 打印、
激光雕刻等技术，创作长达 128 米画卷，展
现百年党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

在浙江，宁波奉化江口中学青年志愿
者们以素描、油画、水彩、中国画等手法，为
百名老兵绘制肖像，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在湖南，湖南女子学院百人同心绣党
旗，湖湘巾帼心向党，小小的针线里凝聚
着对党的热爱和敬意。

在天津，南开大学博物馆主办的“周恩
来与南开精神特展”线上线下同步开展，青
年师生重回“觉醒年代”，传承红色基因。

在上海，复旦大学用 300 多枚印章记
录并串联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重大事
件，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成就。

⋯⋯
百转千回，百炼成钢，百年风华正

茂。千山万水，千磨万击，千秋伟业在胸。

一往无前，思政课堂激扬青
春梦想

“我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6 月 29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一
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隆重举行，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
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代表“七一勋
章”获得者发言。

红土高原一枝梅，张桂梅传承革命先
烈舍身忘我精神，践行共产党人的使命和
担当，给广大师生上
了一堂“大思政课”。
她动情地说出了一名
人民教师的心声、一

名老党员的心声：“我们在学生心中深埋
一颗颗红色的种子，帮她们系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引着她们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
人。”

从首都北京，到万里边疆，百年犹未
老，伟业恰青春，思政筑根基，梦想永激扬。

在渤海之滨，南开大学组织编写的《百
年风华——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研究丛
书》正式出版发行，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为
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在天府之国，电子科技大学师生将“小
萝卜头”搬上川剧舞台，带进思政课堂，从
孩子的视角来演绎这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岁
月，致敬革命烈士。

在九曲通衢，武汉大中小学生共同收
看“同上一堂思政课”节目，见证英雄城
市的百年荣光，一幕幕沉浸式学习画面形
成了一道流动的党史学习教育风景线。

在松花江畔，东北大学举行“讲述·
东大人的故事”典型推介会上，国家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姜周华、东北大学特
派云南省昌宁县驻村第一书记高大鲲等深
情讲述奋斗故事，展现“自强不息、知行
合一”的校训精神。

在新近落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教育部直属机关新党员代表入党宣
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
表达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的坚定决心。

在展览馆里，在神州大地上，在千万
师生心中，那激昂的旋律一次又一次被传
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统稿：本报记者 高众 采写：本报
记者 高众 禹跃昆 苏令 余闯 王家源 董
鲁皖龙 鲁磊 程墨 任朝霞 刘玉 陈欣然
史望颖 李见新 阳锡叶 通讯员 李慕绚
顾雪梅 许金霞 蓝芳 曹鑫宇 李国伟 张
荣荣 邹立娜）

喜看百年风华 同书千秋伟业
——全国教育系统多种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在隆重庆
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全国教
育战线近70名“全国模范教师”代表
受邀在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6 月 28 日晚，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 《伟
大征程》 在国家体育馆盛大举行，受
邀教师代表与全国 2 万名观众一起观
看演出，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共同
祝福伟大的党带领中国人民迈进新征
程、奋进新时代。

演出以大型情景史诗形式呈现，
分为“浴火前行”“风雨无阻”“激流
勇进”和“锦绣前程”4 个篇章，生
动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壮美画
卷，热情讴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昂首阔步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

受邀教师代表纷纷表示，现场观
看 《伟大征程》，一幕幕场景充满对党
百年辉煌的深情礼赞，充分彰显着中
国力量，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不仅
在思想深处受到极大震撼，更是在教
育报国行动上受到了强大精神感召。
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东北师范大学教师高夯说，《伟大征
程》 浓缩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百
年，使我们再一次深刻认识到“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身为教师，就
是要高举党的旗帜，不忘立德树人初
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作出贡献。全
国模范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南京
师范大学教师汤国安说，观看大型情
景史诗 《伟大征程》，不仅仅是一次视
觉的震撼，更是一次心灵的深度洗
礼。作为人民教师，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一定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国
家培养出一批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国模
范教师、华中科技大学教师何岭松
说，身为一名来自武汉的教师，看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一幕，武汉
封城，全国动员，数万医护人员逆行
出征，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国力
量，更加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全国模范教师、北京市昌平区流村中
心小学教师路书芳说，《伟大征程》 带
我们重温了建党百年历史。当全场唱
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时

候，我的内心无比自豪。全国模范教
师、全国最美教师、河南省安阳特殊教
育学校教师梁琰说，看到情景合唱与舞
蹈 《战旗美如画》 中，一位位可爱的战
士舍生忘死、跨过鸭绿江的艰辛惨烈，
不禁热泪盈眶。作为一名特教教师，我
要组织孩子们学习传承抗美援朝精神、
红旗渠精神等伟大精神，坚定理想信
念，努力成才报国。全国模范教师、内
蒙古赤峰农牧学校教师乌力吉说，透过

《伟大征程》 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员为了
民族和人民事业勇于献身的忠诚和坦
荡，感受到的不仅是对革命先辈的崇
敬、对一段历史的缅怀，更是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和神圣使命的召唤。

在分享观演感受的同时，教师们表
示，要以此次观演为契机，更加坚定理
想信念，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全
心全力投入到党的教育事业中。全国模
范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沈阳农业
大学教师李天来说，在新的征程上，我
们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生命不息、奋斗不
止，努力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
的一切，把一切献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事业。全国模范教师、哈尔滨工
业大学教师李玩幽说，中国人民的幸福
生活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历经磨难、
艰苦奋斗得来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道路上，作为一名党员和高校教师，
更要在为国家解决“卡脖子”技术攻坚
中冲锋在前。全国模范教师、延安大学
教师雷忻说，作为一名来自革命圣地延
安的高校教师党员，要更好地扎根老
区、奉献老区，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
人，将红色基因永续传承。全国模范教
师、天津职业大学教师李建国说，作为
新时代的党员教师，要时常重温入党誓
词，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认
认真真做事、实实在在做人，在实践中磨
炼自己，为党的教育事业继续作出新贡
献。全国模范教师、广东省佛山市禅城
区启智学校教师马善波说，作为一名 80
后特殊教育工作者，幸运亲临演出现场，
感恩党的关怀，我将用专业之心努力提
升特殊教育孩子的生命质量。全国模范
教师、西藏萨嘎县昌果乡完全小学教师
强巴次仁说，作为祖国边疆教育战线中
的一员，我将守卫在边疆努力培育时代
新人，以教书育人优异业绩回报党恩。

百年大党、百年华章，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广大教师表示，《伟大征
程》 上演了一场一心向党、一切为民、
气势恢宏、承载厚重的党史学习教育
课。身为光荣的新时代人民教师，要始
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用模范行动践
行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
命，立足岗位，不懈奋斗，努力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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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近日，浙江省武义县泉溪镇中心小学毕业生齐聚党旗下拍照，记录幸福学习生活。 连旭敏 摄
右上图：6月29日，北京市第一零九中学小学部学生合唱《阳光下的孩子》，喜迎建党百年。 本报记者 单艺伟 摄
右下图：日前，西安交通大学开展“舞动的党史”活动，大学生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前起舞。 学校供图

亲爱的党，
祝您生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