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大学研究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主题 

征文大赛二等奖作品集 

 

二等奖作品 1： 

2096，重走长征路 

作者：建筑城规学院  陶影 

2096 年，社会上洋溢着失落、焦躁与不安的情绪，似乎是无形的问题在困

扰着新时代的生命体，科技的力量已经没有办法治愈精神的伤痛了。就像是一个

黑洞，无声无息的吸蚀人们所有的努力，人们再也没有快乐。 

肩负社会使命，政府成立了专项小组，任命科学家兼大使蓝雅去过去搜集答

案。项目的专家组认为，现有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因为现实的生存压力消失了，

人们并未过上预想中真正幸福的生活，反而是在哲学的生存面前迷失了自己。人

们开始难以停止的问自己活着的意义……没有了痛苦所以快乐也随之消失。 

走在时代前沿的科学家们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美好幻想支撑的信息世界可

能真的并非人类的最终归属。曾经即使是最为艰难的时候，那个即使饱受生活的

苦难、承受身心的折磨的时候，人们依然怒吼抗争，依然坚强乐观。所以“解药”

应该存在于过去，科学家们率先采取行动去寻求那个时代的力量。 

那是一次伟大的胜利，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在迷茫的前途面前，国家、

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未知面前，那些人是如何支撑下来的。 

 

带着救世使命的蓝雅来到了历史博物馆，找到了管理员周舟。 

带路的周舟发出了轻蔑的笑声，“这里很久很久都无人问津了，怎么到了现

在还会被人重新提起？看来人们终于在无数次失败过后，意识到了过去的价值。” 

蓝雅依然面无表情，“少数的人还是保持清醒，我们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支撑脆弱的生命体重新开始。” 



“要进去罗，准备好了吗？” 

“可以了，我们快走吧。” 

 

雪，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步入虚构空间的瞬间，蓝雅立即察觉到了。虚拟

世界可以有雪，但绝对不会有寒冷。 

在冻僵的黄土上，四周遍布尸体。周舟带着蓝雅来到了光秃的树干之下的一

具尸体面前。 

“历史纪实，他在物资匮乏的行军途中将衣服给了其他战友而自己冻死了。

他仍然没有意识，但是程序会重新模拟生成他的逻辑，可以对话。”  

蓝雅稍微思考了一阵，“您做出这样的选择，后悔吗？害怕吗？” 

逝者并没有复生，但程序通过运算生成了音响：“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只

会这么做，并没什么好后悔的。都这样了，怕什么？大不了一死。” 

“看来他觉得，其他人能够因为他的这个举动而活下去，这是一种可以归结

为集体荣誉感的价值观，简而言之就是为集体奉献自身让他感到了存在的价值。

嗯，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这样的观念。”周舟专业的补充道。 

蓝雅点了点头，“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您痛苦吗？无时无刻都痛苦吗？” 

“这点痛苦算什么？我们为了战争胜利、民族复兴而牺牲！”原本微弱的声

音也激动起来，似乎用尽了全力。 

“乐观主义，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调整自身心理状态适应环境的生存策略。

不过这样的状态已经无暇顾及其他了。放弃思考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周舟不以

为然。 

答案中似乎并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科学家所幻想中的，存在于过去的万能

“解药”，看来并不存在。蓝雅也开始了犹豫，但还是镇定了下来，“世界已经变

得不再能够生存了，但您和您的战友们并未放弃，而是坚强的战斗。我们需要你

们的能量，请救救您的孩子吧。” 

“那就去打这一场硬仗吧，不要畏惧牺牲！去走好你们自己的长征之路。那



时候你们会知道，你们也会适应下来的，跟我们一样。” 

“……”周舟似乎终于找到了所谓的方法，震惊于竟然如此简单。 

“我想，我明白了。”蓝雅对周舟说道，“任务结束，我们走吧。” 

 

冰雪混杂黄土的世界逐渐淡出，但似乎那寒冷的感觉穿越程序，走进了蓝雅

的心中，她现在真正明确了自己要做什么。现世创造的绝对自由，让人们在这个

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责任、信念与爱。人们享受于科技的乐趣，没有意识到这个过

程的代价——走向孤独与自我。看来是时候，让大家重聚起来，创造新的联系了。

是时候从完美到极限的母体世界中醒来，重新面对，那个被战争摧毁的现实空间。

我们要重新构建活着的价值啊！ 

两人走出博物馆，周舟向蓝雅道别。 

“那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必须迈出这一步了。去吧，这个世界需要

你心中的力量。”周舟看着蓝雅说道。 

“就像是一场新的长征，对吗？”蓝雅对着虚无黑灰的天空微笑，似乎看到

了希望的亮光。 

 

二等奖作品 2： 

我们都相信 

作者：机械工程学院  刘鹤立 

烈风呼啸，雪峰连绵，切切杂音蔽青天。无尽的寒夜越来越长，仿佛要覆盖

这山川和平原。 

荒原频现，长河如渊，铁索寒江越云烟。咆哮的浪涛越来越急，似乎要冲垮

这锁链和砂岩。 

刀枪如林，弹丸如雨，胜负之念分秒间。凶猛的炮火越来越密，几乎要吞噬

这沧海和桑田。 

我们都相信，如果可以，谁也不想去经历这修罗场，因为“长征”，不仅意



味着路途遥远，归期未定，更重要的是在于“征”：征服天险，征服极限，征服

自己内心的恐惧与动摇。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革命先烈们下定决心，

踏上长征之路的那一刻起，我们都相信，他们内心的退缩已经烟消云散——这是

一个没有退路的决定，唯一的选择就是咬紧牙关，驱马前行。 

自瑞金出发，沿途中，战云稠，山雨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长驱直入进

湘西，何惧敌军封锁线；昔日乌江叹霸王，今朝霸王跨乌江；痛定思痛评往昔，

生死攸关在遵义；四渡赤水，巧过金沙，强越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战士们毫不

犹豫迈动着疲惫不堪的腿脚，腾细浪，走泥丸，拼得头颅碎，热血染军衣，翻越

千里雪，三军尽开颜。 

十四省关山历历，两万里危途迢迢。在历经雪寒叶凋的跋涉中，在抵抗枪林

弹雨的岁月里，红军战士们在党的领导下征服天险，征服极限，谱写了一首首可

歌可泣的瑰丽诗篇。无论是在食不果腹时无私奉献的点点滴滴，还是身处险境时

直面汹涌波涛的勇气毅力，无不彰显着身为红军，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品行、理想

和信念，而那时凝聚而成的长征精神，仍然闪耀在当代，律动在眼前。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说道：“人无精神则不立，国

无精神则不强”。长征精神形成在过去，提炼在现代，丰富在未来。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捷径

可走，也没有平坦可寻，我们会遇到无数艰难险阻，高耸的“雪山”，无垠的“草

地”，还有“大渡河”、“泸定桥”，数不胜数。但我们都相信，“石可破也，而不

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只要有信念，有精神，我们就有脊梁，就有

力量，就有胜利的希望。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长征精神都不可或缺。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或许云雾缭

绕，或许荆棘丛生，但在物质匮乏、险象环生的战争年代，红军战士亦能怀揣着

理想与信念在雄关漫道上迈步向前，战马萧萧，避芒拆招，作为“幸福一代”的

我们又岂能心怀恐惧？坚持下去，相信不久的将来，定能拨开云雾见天日，柳暗

花明又一村。 



他们用双脚丈量山川与平原，走出慢慢长夜；我们都相信，自己也能抵抗“烈

风雪山”，无畏艰险。 

他们用信念紧固锁链与砂岩，渡过滔滔江水；我们都相信，自己也能越过“长

河荒原”，勇往直前。 

他们用岁月记载沧海与桑田，穿越炮火连天；我们都相信，自己也能面对“枪

林弹雨”，眺望明天。 

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浸染了雪山的白，草地的绿，江水的黄，但我们都

相信，这条道路处处是鲜红，因为它流淌着战士们的鲜血，饱含着红色长征精神，

更燃烧着星星之火，在神州大地间蔓延，燎原。 

 

二等奖作品 3： 

刺破青天锷未残 

作者：法学院 徐文韬 

今年 8 月 30 日，我来到广西兴安县界首镇的湘江，眼前是四个小姑娘在江

水边玩耍，她们穿着短裙踢打着没脚的河水，言笑晏晏，无忧无虑。三四百米外

是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抢渡湘江时最重要的界首渡河点。82 年前的湘江战役，

数万红军在此牺牲。 

位于凤凰嘴渡口的白发老人告诉我，当年整个江面浮尸遍野，满目血红，战

士陆续倒下去，沉入江底又浮上来，被冰冷的江水冲到下游的沙滩，仅一次就至

少有 5000 多具战士的尸体成堆。之后的好多年里，深秋经常有阴风呼啸，好似

在此牺牲的烈士不屈的呐喊。 

1934 年 11 月的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为惨烈的一仗。渡过湘江

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由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到 3 万人。经此一役，这

一条自兴安县界首镇流入广西，流经全州县的江水，成为一条血红色的河水，流

淌在世代人的记忆中。今日的湘江，宁静而美丽，两岸依江而居的村民生活悠闲

安逸。82 年了，发生的一切在这里已不见踪影，但有些记忆却永远无法被忘却。 



 

湘江战役中，胡震、黄冕昌、沈述清、杜宗美、易荡平、程翠林、梅林等众

多红军将领以及数万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其中让我最是难忘的，是被担任整个中

央红军后卫任务，没能渡过湘江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和那个 29 岁牺牲的年轻

师长陈树湘。 

1934 年 11 月 26 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开始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

团三十四师被要求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

时，军团首长和三十四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军团

长董振堂在和三十四师干部们告别时，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

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大家双眼湿润，而依旧

面色坚毅，眼里满是决绝，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11 月 29 日，三十四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镇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

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了战斗，异常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 12 月 1 日，三十四

师的官兵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

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国民党士兵还在悬赏大洋的激励和督战队的

大刀下源源不断地涌了过来，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官兵们“一切为了苏维

埃”的呼喊，师长陈树湘挥舞着马刀带领战士向敌人冲去，寒光凛冽，血光四溅，

浑身上下溅满了敌人的血浆，尤自屹立不倒，因为他知道，这也许是决定红军生

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了。 

当支撑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三十四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

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三十四师的阻击阵地

距离湘江渡口至少有 75 公里的路程，而通往湘江渡口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完全封

锁。此时的三十四师和中央红军各部队都失去了联系，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离

他们远去了。周围的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国

民党各路大军从各个方向向三十四师合围而来。 

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的阻击战，三十四师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



位置，沿途的粮食早已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三十四师断粮多日，但饥饿

难耐的官兵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险恶的敌情令他们不能去寻找可以充饥的

食物，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休息片刻。而国民党士兵还在蒋介石的严令下继续

冲了上来，几天的激战也让国民党下级军官几乎换了个遍，部队里面哀鸿遍野，

到处都是伤者的呼痛声和生者抑制不住的哭声，就连督战队，杀人都杀得手软了！ 

1934 年 12 月 1 日，夜幕降临的时候，三十四师的突围开始了。红军官兵与

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子弹全部打光。师长陈树湘在令人

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两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

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

滴血！ 

深夜，三十四师被敌人切割成数块，弹尽粮绝的红军官兵用大刀抵挡着敌人

的冲击，在冲锋号角声中前仆后继地挺着梭镖冲向敌人的阵地，厮杀声整夜都没

有间断。陈树湘带领的那一百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

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和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霖和参谋长王光

道在内，这一百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

俘。 

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何湘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押解，抬

往湖南省会长沙邀功请赏。在弯弯曲曲的田间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士兵突

然脚下一滑，仔细一看，他们这才发现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早已将手从伤口伸进

腹腔，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实践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

豪迈誓言！ 

男儿到死心如铁。 

只得到一具尸体的国民党将军十分恼怒，他们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

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29 年前，陈树湘就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站在小

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的那扇木板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卧病在床的老母

和离别多年的妻子。29 岁的红军师长陈树湘，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朝思



暮想的故乡。 

1934 年的 12 月 5 日，中央红军全部翻过了老山界的主峰。在翻越主峰的时

候，毛泽东停下脚步，看着老山界的主峰直插云海，心有所感，留下雄浑宏大的

十六字令三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

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此

时的红军损失惨重，毛泽东用“天欲坠”这三个字来形容红军所处的艰难处境，

同时也把真正的共产党人比作“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擎天之柱！毛泽东知道，所

有长征中的红军士兵们也都知道，牺牲的红军烈士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中国革命

的胜利一定会到来！ 

 

2014 年 11 月 25 日，桂林市兴安县，湘江战役的 80 年之后，湘江战役纪念

馆开馆。我走到如今的纪念馆门口，满眼都是出租红军服装照相的摊位，少年们

穿上军装，威武地摆个造型，军装上的红星映红了他们天真幸福的脸庞。回想

80 年前，有多少年轻人穿上同样绣上红星的军装，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向着

枪林弹雨冲去，再也没有回头。 

82 年前长征的年轻战士们，他们有的来自汨罗江畔的平江，有的来自大别

山麓的红安，有的来自吉泰盆地的兴国，有的来自皖西边陲的金寨，他们的平均

年龄也就是在二十岁上下，很多人面庞上稚气未脱，可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

民自由幸福，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拿着刀枪义无反顾地冲过奔流湍急的

湘江，冲过乌江赤水河，冲过大渡河泸定桥，冲过天险腊子口，冲过鸟兽绝踪的

大雪山，冲过荒无人烟的水草地，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 10 个地方军阀的围追

堵截，进行了 600 余次战役战斗，平均走 365 华里才休息一次，日均行军 74 华

里，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 40 余座高山险峰，用顽强意志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

间奇迹。他们就是这样，从长征冲向抗日战场，冲向解放战争，冲向抗美援朝，

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诞生和保卫了今天的中国人民共和国。 

一部波澜壮阔的长征史，从陈树湘到邓萍，从洪超到吴焕先，如果没有这样



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先烈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很可能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和

徘徊。正是他们点燃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中之火，才使至今未曾堕落，未曾

被黑暗吞没。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

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长征胜利 25 年之后，时任

国防科工委主任的聂荣臻亲自选址，把新中国的一处卫星发射场，建在了当年刘

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大凉山中。当一枚枚火箭从这方千百年来只有

火把的地方，喷出火焰直射云霄飞向太空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到了乳白色箭身上

那醒目的标志：长征！ 

今天，2016 年 10 月 22 日，长征胜利 80 周年。在 80 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谆谆告诫道：“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

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

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

保持理想信念坚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

者，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今天，我们缅怀先烈，不忘

初心，把国家建设的越来越强大，勇敢迎向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新长征路”。今

天，我们正处于民族崛起的关键历史进程，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实现自己的坚守

和完成自己的担当，我们仍然需要一批又一批像当年那样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

的信仰，义无反顾英勇奋斗的共产党人，我们仍然需要为了民族的利益和正义的

事业，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长征的精神给我们一

种启示，当我们把个体的生命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天地是无

限广阔的，生命将无尚光荣！ 

 

1949 年 9 月 30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前一天，一栋纪念碑在天安门

广场奠基。它不是纪念某位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而是在纪念一种足以改变世界、

创作历史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名字叫做人民的英雄。 



千载之后，长征的英雄事迹将化为万古的文字在世间诵读，而长征的英雄精

神也将随着纪念碑碑文一同在青史永远流传：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

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二等奖作品 4： 

穿越八十年的火光 

作者：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张倩 

如果你走在一条漆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脚下是丛生的荆棘和噬人的沼

泽，鼻端是呛人火药味儿，耳边是凄惨的哭声，衣服难以敝体，背包里没有一粒

粮食，最可怕的是这段路永远看不到尽头，黑暗的天空似乎总也亮不起来，你还

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吗？ 

八十年前的中国，土壤都是血迹风干后的红褐色，散发着令人屈辱和悲伤的

腥气。1100 多个不平等条约，1656 多名目的苛捐杂税，几百万战死的人，几千

万冻死饿死的人……那些年的中国上空，笼罩着浓重到化不开的黑暗。 

在这深重的黑暗下，一群反穿羊皮的南方籍农民离开家门，拿起了粗糙的武

器。布制的五星和八角帽给了他们信念，猎猎作响的方面军旗帜给了他们方向。

他们像一群战争年代的食草动物，也许每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也许每时每刻都

在有人倒地不起，也许前方渺远得没有痕迹，他们仍旧在走着，走着，脚步踉跄

却未曾停歇。 

他们走了两万五千里，走过了雪山和草地。他们望着队伍前方沾染了炮火和

鲜血气息的旗帜，不停地走着，每个人的胸口里揣着一点儿希望，心里想着，眼

睛四下寻觅着，这空气里的黑暗让他们快要喘不过气、直不起腰。光明，光明到

底在哪儿？ 



可是这群人走过来了，他们用人类骨髓深处的坚韧和智慧，从自然的艰险和

敌人的威胁中走出来了。有人说，“他们的饥饿是一把从喉咙里长出的锄头，渐

渐挖出了埋藏在六月深处的草根与希望”，是啊，路难走，便用脚把路上的荆棘

踏平，天漆黑阴暗，就用胸膛里微渺的希望作为火种，他们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

燃起燎原的大火，把一切的黑暗都烧穿。 

这群人，是一群伟大的人。这段旅途，是一段伟大的征途。 

长征，这个高大闪耀的词汇，是真正从艰难困苦中诞生的伟大。 

我说他们伟大，不仅仅是因为那十一个省份之中的曲折和坎坷，不仅仅是因

为那万水千山间的饥寒与泥泞，不仅仅是因为那无数绑腿上的疲惫和坚毅，更是

因为在那些人的心中，燃烧着名为希望的火光，在那些人的手上，有着砸碎一切

黑暗困苦的力量。 

当我坐在广袤田野，当暮色四合，星辰漫天，当沉静的气氛和温柔的灯光告

诉我们这个国家有多么的安详多么的美；当我站在高山之巅，当曙光初现，风起

云涌，当我隐隐听到远处的村庄传来新生儿嘹亮的啼哭，我看着黑色的大地想起

热牛奶的母亲，心里会回荡着温热的激流。 

当我置身窗明几净的图书馆，当我在电脑前像一块饥饿地吸收着知识的海

绵，当滴答的时钟叮咛着时间可贵，我知道年轻的头脑需要不停拨动，年轻的体

魄需要磨砺和付出，我知道追求真理和研究科学所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当我迷茫、

受挫，当失败的苦楚咬住舌根，前行的路上丝毫光明也无，当我茫然若失，迷雾

笼罩了我所在的世界和前行的路，当我发现这条路并不笔直——无限分叉的岔路

将我和往日的朋友带往截然不同的人生旅程，我似乎理解了八十年前的人们胸中

无限的勇气；当我看到我们当下的世界，大和平的温流滋润着我们长大，我们不

断学习，不断跌倒，不断选择，不断成熟；当我明白这世间还有很多人生活在不

安定、不温暖的洪流之中，当我深知科学研究在无穷尽地推动着我们世界的齿轮，

我终于可以正视面前的路。 

所以我感谢八十年前，那群奔走在漆黑如墨的夜里寻找光明的人，感谢他们



为了胸中的希望流下的每一滴血和泪，而当年他们拼死寻找的那光明，我已经看

到。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坚韧和勇气拥护自己的信念，他们的信念是手中照着前

路的火把，他们将手中的火把传递给同样需要温暖和勇气的人们，广袤大地上聚

集的火把带来了时代的光明。 

八十年前，他们走了两万五千里，从未屈服，从未失去希望，一直挺直脊梁。

八十年前他们付出了如此多的艰难才换来我们如今的生活，八十年后，作为一名

研究生的我，面对的这一条研究科学和追求真理的漫漫路途，细数途中生出迷惑

的歧路，头顶遍布挫折的阴云，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长征呢？我坚定着，

新时期的我们要不断学习，从科学的世界中培养冷静和灵活的头脑，从不断失败

又反复尝试的试验中砥砺自己的内心和双手，从先辈的手中接过火把，继承他们

的精神和信念，认真对待所有人生选择和机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良才。 

人八十为耄耋，长征八十周年，火光依然温暖而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