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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多年来，在众多的研究屈原《九章》创
作时地的专家学者队伍里，出现了两位大智慧
者，一位是宋代的朱熹，一位是当代的褚斌杰。
一千年，才出现一位这样的学者，难得啊！

宋代的朱熹，在《楚辞集注》里指出：“《九
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
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
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今考其词，大
抵多直致无润色，而《惜往日》《悲回风》又其
临绝之音，以故颠倒重复，倔强踈卤，尤愤懑
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现
代学界，多信此说。

当代的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
章》里指出：“屈原的《九章》之作，与诗人的

《离骚》《天问》等诸作不同，它写作于不同的
时间和地点，时间跨度很长，因此，其所表现
的思想内容和风格也不尽一致。《橘颂》为诗
人早年的咏物述志之作。《惜诵》《抽思》《思美
人》为诗人于怀王时期被疏去职时所写，虽语
意悲怨，但多有眷恋不舍之情，风格则含蕴深
婉，低回緾绵。《哀郢》《涉江》为诗人于顷襄王
时再次遭谗被冤，流放于江南之作，国危势
迫，频历艰险，感情悲愤，辞旨激越无讳。《悲
回风》《怀沙》《惜往日》作时已届诗人晚年，虽
壮志不减，但已濒于绝望，在感愤难抑中，多
悲心唏嘘之言，凄音苦节，裂人肺腑。故《九
章》中的各篇作品，实表现了诗人一生中每一
阶段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是诗人平生遭
际之印证。”当代学者，多信此说。

美国心理学大师马斯洛（Maslow）曾做过
著名的推算，认为世上大概只有1%的人才能
真正比较具有聪慧，达到常人所难及的智慧
境界。这种智慧，不是指智商、情商那样的界
定，而是指人生的悟性与判断力，明断是非的
能力。宋代的朱熹，当代的褚斌杰，都具有这
种非凡的能力。尤其是褚斌杰对屈原《九章》
的点评，是分为四个写作时期来点评的，在朱
熹《楚辞集注》的基础上，实现了“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

一、《橘颂》为诗人早年的咏物述志之作。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橘颂》

指出：“‘橘’是长江流域楚地的特产，‘颂’是
歌颂或颂赞的意思。从文体说，这是一首咏物
诗。它以拟人化的手法，对橘树斑斓夺目的外
表和坚定不移的美质作了热情的歌颂，认为
它可以作为自己的师表，实际上是诗人对高
尚人格的肯定和歌颂，也是诗人对自己理想
的抒写。根据《橘颂》所写内容比较单一，篇幅
短小，以四言形式为主，风格明快，情感乐观
来看，应是属于诗人的早期作品。”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橘颂》
注释：“《橘颂》在旧本中编次第八，按其内容
当为《九章》中的第一篇。”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橘颂》
题解：“关于《橘颂》的创作时间，王逸以来的
注家均认为是顷襄时，如林云铭《楚辞灯》认
为是在流放地‘触目所见，借以自写’等。至明
代汪瑗提出质疑，清之学者姚鼐更确切地说

‘疑此篇尚在怀王朝初被谗时所作’，故首言
‘后皇’，末言‘年岁虽少’，与《涉江》‘年既老’
之时异矣。今人多认同为屈原青年时代担任
三闾大夫一职时的作品。”

宋代朱熹在《楚辞集注》中的《九章·橘
颂》注释：“《汉书》‘江陵千树橘’，楚地正产橘
也。受命不迁，《记》所谓‘橘逾淮而北为枳’
也。旧说屈原自比志节如橘，不可移徙是也。
篇内意皆放此。”

宋代朱熹又在《楚辞集注》中的《九章·抽
思》注释：“乌，盖自喻。屈原生于夔峡而仕于
鄢郢，是自南而集于汉北也。”

因此，笔者认为，屈原的《橘颂》，是他早
年的咏物述志之作，可能写于秭归或江陵。

二、《惜诵》《抽思》《思美人》为诗人于怀

王时期被疏去职时所写。
1.《惜诵》当是诗人于楚怀王朝被疏失位

后不久所作。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惜诵》

指出：“《惜诵》一诗取篇中首句‘惜诵以致愍
兮，发愤以抒情’之开首二字为题。其句意谓
我曾因爱惜君王而陈言，却竟遭到祸患；故满
怀愤懑地抒写我的衷情。此诗当是诗人于楚
怀王朝被疏失位后不久所作，与长诗《离骚》
一样，主要反映了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
的境遇和怨情。”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里的《九章·惜诵》
题解中分析：“关于本篇的写作时期历来有两
种分歧：一是作于顷襄王时期；一是作于怀王
时期。从作品内容上看不出已遭放逐的景象，
故汪瑗《楚辞集解》认为：‘大抵此篇作于谗人
交构，楚王造怒之际，故多危惧之词，然尚未
遭放逐也。’这一说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至
于具体的作时，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是

‘其三十岁初放时之作’，即作于怀王十六七
年，是比较合理的。《惜诵》是《九章》的第一
篇，作者叙述了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始
末和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基本内容与《离
骚》前半篇大致相似，故有‘小离骚’之称。”

方铭在《楚辞全注》里的《九章·惜诵》题
解中也是这么分析的：“这首诗应与《离骚》的
写作时间相仿佛，大体应是屈原遭谗被疏时
所作。诗中作者抒发了他因忠被小人迫害的
冤屈，面对被罚的处境，思考自处之道。马茂
元《楚辞选》说：‘惜诵是说以悼惜的心情称述
过去的事实。本篇作于被谗见疏之后，叙述在
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始末，和自己对待现实的
态度，基本内容与《离骚》前半篇大致相似。’”

2.《抽思》是屈原于楚怀王时期被疏失位
后所作。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抽思》
指出：“《抽思》是屈原于楚怀王时期被疏失位
后所作，从诗中‘有乌（屈原自比）自南兮，来
集汉北’句看，此时诗人正流浪于汉北一带。”

“《抽思》与《离骚》为诗人的同一时期作品，其
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亦十分相近，而在诗的结
构上又有其特色和独创性，如全诗除正文外，
又相继由‘少歌’‘倡曰’‘乱曰’三部分组成，
使感情的表达既曲折入微又不断深化，情意
无尽，感人肺腑。”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抽思》
注释：“这篇作品是屈原在陵阳居住九年后，
溯长江西行，又转而溯汉水北上、到达汉北的
作品。”“汉北：汉水以北，约当今湖北襄樊及
河南淅川一带。这是屈原居陵阳九年后又向
西北迁徙的地区。”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抽思》
题解：“关于《抽思》的创作时地，清人林云铭
提出是屈原在怀王时作于汉北；蒋骥《山带阁
注楚辞》也认为：‘此篇盖原怀王时斥居汉北
所作也’，其说大致可信。”

方铭在《楚辞全注》中的《九章·抽思》题
解：“此诗是屈原被疏后至汉北所写。其写作时
代大体在《离骚》《惜诵》之后。应是楚怀王时屈
原不复在位，返回汉北三户，做三闾邑大夫时
写的。诗中体现了对楚王不用他继续进行‘美
政’事业极度失望，而求有机会再得重用。汉北

之地，即今河南南阳、湖北襄阳、郧阳一带。”
3.《思美人》比较合于诗人与楚怀王的关

系和被疏时的心态。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思美

人》指出：“《思美人》一诗节取篇中首句‘思美
人兮，揽涕而竚眙’为题。此诗前人有作于怀
王朝与顷襄王朝两说。从全诗的内容看，有诗
人对楚王的无限眷恋，有对初时参与政改失
败后的失望与坚持（‘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
此度’），有对被重新启用的期待（‘聊假日以
须时’，‘愿及白日之未暮’），都比较合于诗人
与楚怀王的关系和被疏时的心态，不类诗人
于楚顷襄王时被远放江南的那种绝望。”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思美
人》题解：“本篇的创作时地，多沿袭王逸的流
放江南时的说法。至清代林云铭《楚辞灯》则
提出：‘与江南之野所作无涉’。屈复《楚辞新
集注》也指出：‘此亦迁汉北时作也。’近代沈
德鸿、姜亮夫、陈子展等人也认为此篇是屈原
于怀王时作于汉北，兹从后说。”

三、《哀郢》《涉江》为诗人于顷襄王时再
次遭谗被冤、流放于江南之作。

1.《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
将白起攻克郢都（楚国都，今湖北江陵）以后。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哀郢》指
出：“诗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
攻克郢都（楚国都，今湖北江陵》以后。当时楚
王仓皇东迁，百姓四处逃亡，屈原百感交集，写
下了这篇哀歌。‘哀郢’，谓哀悼郢都之沦亡。”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哀郢》
注释：“这篇作品写于屈原被流放至陵阳的第
九年，其中亦包括对自己于顷襄王二年被流
放时启行的追忆。郢：楚国都，在今湖北江陵。
因本篇主题是写对故都的思念和痛惜，故以

‘哀郢’为题。”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哀郢》

题解：“‘哀郢’即对楚国都城郢都的思念与哀
痛，是屈原在顷襄王时作于江南流放地陵阳
的作品。”

2.《涉江》是屈原晚年流放江南时作。
禇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涉江》

指出：“诗人晚年流放江南时作。篇中着重记
述了诗人渡江而南，浮沅水西上的历程和心
情，故名《涉江》。诗篇具体叙写了他这次被放
逐的地区和所行的路线，即渡江后，经过鄂渚
（今湖北武昌），至洞庭湖地区；然后又上沅水
西行，经枉陼（今湖南常德）、辰阳（今湖南辰
溪）、入溆浦（今湖南溆浦），独处于深山之中。
这是有关诗人晚年被流放所经历地区的一项
重要史料。”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涉江》
注释：“主要叙述作者由汉水涉长江，又转而
西行，过洞庭口、溯沅水而到达溆浦的经历。”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涉江》
题解：“关于本篇的创作时地，清人蒋骥在《山
带阁注楚辞》中认为：‘皆顷襄时放于江南所
作。然《哀郢》发郢而至陵阳，皆自西徂东。《涉
江》从鄂渚入溆浦，乃自东北往西南，当在既
放陵阳之后。’其说较为合理。”

方铭在《楚辞全注》中的《九章·涉江》题
解：“这首诗应该写于屈原放逐之后。写在《思
美人》之后，《怀沙》《惜往日》之前。屈原被疏是

怀王时事，被逐则在顷襄王时期。屈原被逐后，
先东行，后折返南行，此诗提及枉陼、辰阳、溆
浦等地名，在今湖南怀化、衡阳境内。诗人在诗
里表现了自己不变心从俗的坚守。诗中对楚
国、楚王已不抱希望。姜亮夫《屈原九章今译》
说：‘此篇大概写在《哀郢》篇之后，亦却写屈原
仓促离开了陵阳，开始了另一次流亡的那段时
间。篇中流露着无限的去国之悲。正由于诗人
热烈地眷爱着祖国，因而他在末篇忍不住对于
当时的统治者发出了一串无比怨恨的诅咒’。”

四、《悲回风》《怀沙》《惜往日》作时已届
诗人晚年。

1.《悲回风》作于屈原自沉汨罗的前一年
秋天。

禇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悲回
风》指出：“《悲回风》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确
定，但从诗中‘岁忽忽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
将至。蘋蘅槁而节离兮，芳已歇而不比’的诗
句看，诗人屈原此时当已接近衰老之年。蒋骥

《山带阁注楚辞》认为作于屈原自沉汨罗的前
一年秋天，其说近是。”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悲回
风》注释：“作品是屈原到达溆浦后所作。”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悲回
风》题解：“‘悲回风’一名取自篇首句‘悲回风
之摇蕙兮’，其写作时间历来学界多有歧义，
如陆侃如等怀王十六年放逐汉北时说；林云
铭等襄王六、七年间说；蒋骥等自沉汨罗前一
年秋天说；王夫之等自沉之时所作等四种意
见。从篇中所流露的感情来看，当是屈原自沉
前不久，因愁夜愁苦不堪，难以入睡，感回风
吹起，凋伤万物，抒发兰草独芳，君子遭乱而
不变其志的内心愤懑之情。”

方铭在《楚辞全注》中的《九章·悲回风》题
解：“此诗作于被逐流亡时，其写作时代大体在

《思美人》《涉江》之后，但在《怀沙》《惜往日》之
前。其中涉及地域较广，其中应有虚拟成分，而
提及江淮，应是现实。此诗表现了绝望之情，以
及对过去幻想的后悔。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
说：‘作品是屈原到达溆浦后所作’。”

2.《怀沙》是屈原临近自沉之前所作。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怀沙》

指出：“《怀沙》与《惜往日》都是屈原临近自沉
之前所作，表达了诗人在极端困厄中，在沉冤
莫申、国亡无日，而又进谏无路，已无可为的
情况下，从容赴死的决心。”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怀沙》
注释：“作品写于楚顷襄王二十一、二十二年，
楚屡败于秦，丢失郢都及巫、黔中郡之后（参

《史记·楚世家》）。当时屈原不得不离开黔中，
由漵浦折而向东北湘水流域进发。从诗的内
容看，已‘知死不可让’，似死意已决。‘怀沙’
即抱石之意，以此为题，或系后人依据其抱石
自沉的传说所加。”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怀沙》
题解：“‘怀沙’一名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

‘沙’即‘沙石’，”‘怀沙’意即怀抱沙石而自
沉。东方朔《七谏·沉江》就有‘怀沙砾以自沉
兮，不忍见君之蔽雍。’此说在汉至宋间颇为
流行。另种说法指‘沙’为‘长沙’，地名。‘怀
沙’即怀念长沙。明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认
为：‘世传屈原自投汨罗而死，汨罗在今长沙

府……怀者，感也。沙指长沙。题《怀沙》云者，
犹《哀郢》之类也’。李陈玉《楚辞笺注》、钱澄
之《庄屈合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及今
人游国恩、姜亮夫、马茂元等也同意‘怀沙’为
怀念长沙。因长沙是楚国始祖熊绎始封之地，
是楚先王旧居，故此标题有‘鸟飞反乡、狐死
首丘’的涵义，体现了屈原的宗国故土情结。
诗篇虽未必是屈原的绝命辞，但距其投水而
死理应不远。”

方铭在《楚辞全注》中的《九章·怀沙》题
解：“司马迁以《怀沙》为屈原绝笔，以文意推
测，《怀沙》似在《惜往日》之前。”

3.《惜往日》是屈原临近自沉之前所作。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惜往

日》指出“《惜往日》是屈原临渊自沉前的一篇
述志诗。”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惜往
日》注释：“《惜往日》在旧本中编次第七，按其
内容，当为《九章》的第九篇，是屈原绝笔之
作，大约作于湘水流域。本来当时楚国首都郢
都、巫郡、黔中郡等先后失守，形势已十分危
急。前此屈原虽已在《怀沙》中考虑到死的问
题，但却未定下死志，而是回到祖国腹地，欲
观察国内动态，希望能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但
是这一最后希望终至破灭，因为当他行至汨
罗时，深知国事已不可为，即写下这篇作品后
投水自尽了。本篇以首三字为题。”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惜往
日》题解：“《惜往日》记载了屈原的一些生平
史实，是屈原临终前不久的作品，这一点学界
大都认可，但是否为屈原的绝笔，尚有争议。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夏大霖《屈骚心印》、陆
侃如《屈原评传》、郭沫若《屈原研究》、游国恩

《楚辞论文集》、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等，均
持肯定态度。从文中‘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
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
语气看，此篇应是绝命词。”

方铭在《楚辞全注》中的《九章·惜往日》
题解：“因这首诗表达了极度失望之情，有人
认为是屈原的绝命词，似也有一定道理。游国
恩《楚辞论文集·屈原的作品介绍》说：‘《惜往
日》是屈原的绝笔，是他的最后一首述志诗。’
马茂元《楚辞选》说：‘本篇以首句惜往日名
篇。综括叙述生平的政治遭遇，痛惜自己的理
想和主张受到谗人的破坏而未能实现，说明
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以一死刺激顷
襄王的最后觉悟。通篇语意明切，可以肯定是
作于《怀沙》以后的绝命词’。”

前有西汉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或称
《离骚经章句》），扬雄、刘向各作《天问解》；后
有东汉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经章句》，马融的

《离骚注》等，不幸都已放失。惟东汉王逸的
《楚辞章句》，岿然独传。因此，王逸的《楚辞章
句》，是现存楚辞文献的最早注本，也遂成为
两汉研究楚辞集成性之作，更成为历代学者
研究楚辞的基础文献。从事楚辞研究，王逸的

《楚辞章句》，至今仍是无法绕开的必读的著
作。王逸在《九章章句第四》云：“《九章》者，屈
原之所作也，屈原于江南之壄，思君念国，忧
思罔极，故复作《九章》。”

南宋朱熹之《楚辞集注》，与东汉王逸之
《楚辞章句》，并称为楚辞学史上两座里程碑。
朱熹在《九章第四》云：“《九章》者，屈原之所
作也。屈原即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
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
一时之言也。”

2004年7月，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名家
注评古典文学丛书的褚斌杰《楚辞选评》，其中

《九章》评注认为：《橘颂》为诗人早年的咏物述
志之作；《惜诵》《抽思》《思美人》为诗人于怀王
时期被疏失职时所写；《哀郢》《涉江》为诗人于
顷襄王时遭谗被冤、流放于江南之作；《悲回
风》《怀沙》《惜往日》作时已届诗人晚年。

《九章》是屈原四个时期的作品
 钱征 汪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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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岁月的痕迹，很多记忆在我的脑
海中已逐渐淡忘。但26年前，我举起右拳，
面对鲜红的党旗向党宣誓的情景却历久弥
新，终生难忘。

记得上小学时，当我成为一名少先队
员，第一次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回家时，读过
几年私塾的父亲告诉我：“红领巾是红旗的
一角，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为了创建
不受压迫、不受剥削的新中国，革命先烈高
举鲜红的党旗前赴后继。你戴上它，就要时
刻想到革命先烈，继承他们的遗志，努力学
习，将来报效国家！”从父亲激动的表情里
我看出，党旗在父亲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我
心里也默默对党旗燃起崇敬之火，每次看
到党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我都停下脚步，向
党旗行少先队礼。从那时候起，“党”的概念
开始慢慢扎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在我的学生时代，从课本上，电影里认
识了江姐、刘胡兰、雷锋、焦裕禄等英雄人
物，他们的事迹充盈着我的整个学生时代。
江姐狱中绣红旗；刘胡兰十五岁入党，为了
劳苦大众得解放，英勇就义；雷锋出差一千
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焦裕禄心里装着兰考
全县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些英模
人物的光辉形象，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年少的我是多么崇拜这些英雄，多么
渴望像他们一样站在党旗前庄严地向党宣
誓。

党旗，是铁锤与镰刀凝聚成的一轮朝
阳，光芒四射照耀着祖国山川大地。虽经百
年的风吹雨打，我们党的旗帜依然英姿飒
爽、勇往直前、高高飘扬。因此，聚集到党旗
下成为党的一员是我毕生的追求和向往。
高中毕业后，我回村务农。凭借着我是当时
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和有着敢想敢
干、吃苦耐劳的精神，没过几年便得到了村
民的信任和村党组织的认可。在老书记的
推荐提携下，我被聘用为村委会的一名工
作人员。此时，我梦想面对党旗向党宣誓的
愿望开始在心头萌芽。

1996 年 6 月的一天，我用钢笔端端正
正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内心忐忑不安

地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递上申请
书刚刚过去一个月，村党支部书记代表党
组织郑重地找我谈话：“我们共产党人，讲
的就是认真二字。希望你以老一辈共产党
员为榜样，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以党员的标
准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谈话结束后，老书
记赠送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给我，要
求我：“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加入
党组织。”老书记的谆谆教诲成为我日后工
作的动力，我的各项工作均取得了良好的

成绩。
经过党组织一年的培养考察，1997年7

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党组织批准了我的入
党请求，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一致同意我加
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记得入党宣誓时，在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
我面向鲜红的党旗，怀着一颗激动的心，举
起微微冒汗的拳头，用洪亮的声音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

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
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当
我小心翼翼地戴上那枚镰刀锤头交相辉
映、闪闪发亮的党徽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感
悟到：我青春绽放的最宝贵人生阶段，在党
旗的护佑下与祖国发展的激情岁月同频共
振，是何等幸运和幸福。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我深深懂得：一
名共产党员只有把党旗始终扛在心中，才
能在工作和生活中身先士卒，处处起到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只有坚定党的信仰，不忘
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广大
群众的拥护和尊重。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工作四十多年来，自己虽然走得坎坎坷坷，
所幸的是生长在党旗下，一直受到党的教
育、组织的关怀，让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
长为一名党的基层干部。今天，尽管我已经
退休，但共产党员的初心始终牢记在我心
中，不论何时何地，我都会谨记自己是一名
光荣的共产党员，党旗永远飘扬在我心中！

党旗飘扬在我心中
 陈兴旺 “七一”前夕，县委组织部举办微党课比赛，作

为经常参加各种比赛的我，也参加了这次比赛，胸
有成竹地坐在赛场。

比赛开始后，一位扎着小马尾辫的姑娘佩戴着
党徽，在台上以《传承》为题，讲述了一位年轻党支
部书记的故事。这位党支部书记秉承祖父和父亲的
老党员的光荣传统，在军营身着戎装为国防事业建
功立业，退役后回到家乡，不忘初心，带领百姓在巩
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新战场再立新功。她讲得
精彩，观众听得入神。接着一位短发姑娘的《“电父”

“水母”的初心使命》的故事，告诉人们共产党员不
是抽象的概念，他们奋斗的身影随处可见，他们就
在我们的身边，在为民服务中用初心践行着使命。
一位帅气的小伙登上台去，他的《抗“疫”一线显担
当》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实例，让人心生敬佩。共产党
员舍小家、顾大家，义无反顾地连续奋战在疫情防
控岗位上。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不图名不图
利，用敢于担当的实干行动书写着“共产党员”这个
无上光荣的神圣称号。这些普普通通党员的故事着
实让人感动。接着，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和一位红领
巾以对话的独特方式，带领我们《寻访红军足迹》，
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面让人们心潮澎湃：七都镇新
棚村皖南红军总医院纪念馆、小河镇郑村红色纪念
碑、严家古村红军标语墙、榉根岭的红军战壕等，向
人们讲述着百听不厌的红色事迹。最后，那位红领
巾庄重地行着少先队队礼，用稚嫩但坚定的声音宣
誓：“我们一定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刻苦学习，立志
成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全场响起热烈而
经久不息的掌声。

眼前精彩的微党课比赛场面，让我起初能否获
奖的纠结心理荡然无存，相信其他选手也是这样想
的。这些年轻参赛选手的精彩授课，让我这个老选
手深深感觉到，“奋斗”二字已经牢牢地刻在了他们
的骨子里：后生可畏，未来可期。

未来可期
 桂永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