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编/蒋东亮
责编/
美编//宋平艇
美编
审读//岳蔚
审读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征文

开栏的话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
语、深刻论述，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蓝图，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
征。如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如何锚定党的二十大确
立的新目标、新任务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如何以担当实干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落地见效……即日起，青岛
广大干部群众将在“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征文活动中，通
过记录自己积极投身全面建设新时
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
的生动实践，给出掷地有声的答案。

二十大征文活动通知

征文活动火热进行中
奋斗篇章邀你同书写
日前，
由青岛市委宣传部、
青岛日报
社主办，
青岛晚报承办的
“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
主题征文活动正式启
动。
征文对象面向全市广大干部群
众，截止日期为 12 月 31 日。征文内容
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
线，聚焦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
实，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
要求，深入阐述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重大意义，热情讴歌党的百年奋斗
历程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和非凡
成就，重点结合实际工作讲述对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深切感悟和学习体会，
讲述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发展的生动实
践和奋斗经历，讲述对未来生活的美
好畅想和热情期盼，展现我市社会各
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建功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的火热实践。
征 文 要 求 ：1. 立 场 坚 定 、观 点 准
确、主题突出、结合实际、文笔流畅，真
正做到有认识、有感悟，写出好经验、
好 做 法 ，具 备 较 高 的 理 论 和 实 践 价
值。2. 征文题目、内容、体裁不限，字
数 1000—1500 字左右为宜，提交征文
时可同时附相关照片作配图。3. 征文
须为原创，作者对作品拥有完整的著
作权，并保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
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
的合法权益。征文版权归活动主办方
所有，活动主办方有权对征集作品公
开发表、结集出版、播出推送、展览展
示等。
征文活动参与方式：
1. 征文可由单位集体报送，也可
个人单独报送；
2. 请直接将 Word 版征文作为邮
件 附 件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qdwbzw@
163.com。 Word 文 档 中 写 明 作 者 姓
名、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
青岛晚报开设“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征文活动专栏，刊
登征文，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全方位传
播。届时，主办方还将组织专家进行
综合评审，评选优秀征文，颁发荣誉证
书，拍摄讲演视频，进行全媒体传播展
示，并邀请优秀征文作者参与青岛晚
报小记者“励志课堂”活动，与小记者
互动交流。征文活动联系电话：05328286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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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其时，青春著华章
青岛第十七中学 张鑫睿
“当代中国青年生
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
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
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
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
中的讲话鼓舞斗志、催
人奋进。生在红旗下，
长在春风里，成长在新
时代的我无比幸福。每
每回顾历史，都让我倍
加珍惜今日美好生活的
张鑫睿 来之不易。
为了追寻那段历
史，我曾两次在寒冬前往“万园之园”圆明园，听那些残垣
断壁述说着悲壮的过往，寒风呼啸而过回荡着“落后就要
挨打”的箴言；我曾在盛夏午后排一小时长队拜访北京市
西城区文华胡同 24 号，认真瞻仰李大钊故居里的一幅幅珍
贵图片和一件件与李大钊生活有关的实物，那里有他喜爱
的温馨小家，有他矢志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也有他“自束
发受书，
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的中国青年责任与
担当；
我也曾深夜走进国家大剧院，
观看以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原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为创作原
型的民族歌剧《扶贫路上》，眼看着懒散的醉汉转变为脱贫
致富的种植能手，百坭村的路灯亮了，公路修好了，砂糖橘
丰收了……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故事，再现黄文秀师姐带领
村民一步步脱贫的工作细节。
当然，我也正学着前辈们的样子在新时代青春赛道上
奋力奔跑。
一年前，我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名普通学子，也
是一名预备党员，无论是在学习党的知识理论还是实践
中，都常常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也无比荣幸能在大学
毕业前成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为冰雪盛会
贡献力量。在前期工作中，我主要负责在各志愿服务站点
宣讲“双奥之城”冬奥文化、提供周边“游购娱”等信息咨

询、协助防疫消杀、承担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为冬奥会营
造良好氛围，让群众感受到“北京温度”。2022 年 2 月 2 日，
我作为一名媒体志愿者参与到冬奥会圣火传递保障和服
务中，认真参加多场志愿培训、反复核对名单和落位点，用
最准确简洁的语言与中外媒体沟通。那天气温很低，但我
心潮澎湃，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展现出中国青年的良好精
神风貌，亲眼见证了冬奥会火炬传递这一历史性时刻，更
加震撼于祖国的强盛与繁华、感动于世界冰雪盛会的美
好，彰显青春力量，充分弘扬“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
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精神。
一年后，我踏上工作岗位，又来到一个新起点，从成熟
的学生变成青涩的老师。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是我从初中就埋在心里的
种子，六年的时间生根发芽，最终如愿成为一名公费师范
生。进入大学以后，我不敢停下脚步，学专业、做家教、去
甘肃支教、做中学生研学导游、去教培公司实习等等，与教
育相关的实践我都尝试过。直到真正入职，我怀着对教育
的敬畏和感动，开始见证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从相对幼稚到
成熟的这一段历程，我认为这是教育者的幸福。
“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应该怎样站在讲台上”，这是我
本阶段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会努力做
到：以教学能力提升为主攻方向，锻炼扎实的基本功底，多
听课、勤备课；多思考、多记录。无论是教学机制，还是成
果、
反思都要及时记录下来，
形成文字性资料，
随手记，
每周
汇总，
积少成多；
注重自我资源开发，
除了政治学科教学，
还
应参与社团课程，勇于创新，做好开发长期性课程的准备。
萤火虽微，
愿为其芒，
我将在基础教育的赛道上一直奔跑。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
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新时代是属于英雄的时代，也是属
于平凡人的时代，有人逆向而行，守护万家安宁，也有人在
平凡的生活里绽放精彩和光热。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
也一直在思考和尝试更多种可能，生逢伟大时代，每一个
平凡人也能映出璀璨的光芒！

不忘初心跟党走，争做新时代追梦人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刘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寄
语时代青年：
“ 广大青年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
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
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
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
刘霞 绽放绚丽之花。”
殷 殷 叮 嘱 ，深 情 勉
励，让我真切体会到党和国家对青年一代的关心和关爱。
作为时代青年，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于
奉献担当中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听党指挥，紧跟党走。
党的二十大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与新时代十年
的伟大变革，
深刻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
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
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在党领导
人民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的重要历史关头，
我们应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推进
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就要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感悟
“两个
结合”
要求，
衷心拥护
“两个确立”
，
忠诚践行
“两个维护”
，
切
实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之中。
胸怀理想，志存高远。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坚定理想信念的政党，从中国共
产党成立之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代代中国共
产党人以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用生命捍卫理想信念。新时
代青年生逢伟大时代，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同时也

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时代使命。承担起这个使
命，就要始终以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精神来鞭策和鼓舞自
己，继承“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鸿鹄之志，努力践行“青
春向党，不负人民”的铮铮誓言，做新时代有家国情怀的追
梦人。
脚踏实地，勇于拼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只
有奋斗的青春才能担起时代的重任。无论是为国砺剑守
苍穹的顾诵芬，还是探索太空步履不停的叶培建、把生命
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的黄文秀，无论是积极奔赴抗疫一线
的青年党员突击队，还是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的广大文
艺工作者、富有创造力的大国工匠，他们都有一颗爱国赤
心、一腔报国热血，也同样告诉着我们成功没有捷径，只有
付出与坚持才能收获精彩人生。但当下社会也出现了浮
躁功利、娱乐至上、精致利己等问题，新时代青年人更应该
保持谦虚谨慎之心，
“ 忌急于求成”
“ 忌自以为是”
“ 忌朝令
夕改”
“忌眼高手低”，脚踏实地，勇于担当，练就过硬本领，
才能有所作为。
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当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
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前进道路上还是会
遇到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纵观国内外大势，
俄乌冲突引发“世界冲击波”，疫情影响不可低估，叠加国
际贸易摩擦，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明显增多，但“党用伟
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
的伟业”，我们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鲁迅曾经说过，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骨干力量，青年人
要积极看待周围的事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重要领域和重大斗
争中奋发有为，让本领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奉献吹响
青春搏击的号角，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