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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西青区作
家协会、西青区文化馆《杨柳青》编辑部着力推出一
系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主题的文学作
品，回望建党百年来的时代变迁和西青人民生活的
巨变，弘扬红色文化，繁荣西青文学创作。作者满怀
真挚情感，用诗歌抒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感恩
之情！

七月的礼赞
周童

我们宣誓！
党旗下一双双手臂举起
握紧的拳头把我们带到1921年的腥风血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为人民谋幸福！
为人民！推翻三座大山！
为人民！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南湖的小船上点燃中国革命的火种
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跨世纪航程
八一起义的枪声振聋发聩，是正义的利剑
刺穿苍穹
号角吹响勇往直前
激烈的战斗中一个个党员身先士卒
倒下，又有前仆后继者浴火重生
当天安门城楼上奏响第一曲国歌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当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回荡在华夏上空
雄狮已然醒来，
带领中华儿女走上繁荣的征程
七月似火，用燃烧的方式温暖人心
七月似火，用奉献带领群众致富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七月的誓言
七月的光芒照耀下
我们走向富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七月！我们握紧拳头向您宣誓……

红色赞歌
陈彩洁

雄狮的沉睡
成了一种蓄势待发的姿势
倾听着历史足音铿锵
脚下的熊熊烈火在燃烧

时间车轮在历史长河中滚动
生命赞歌在前进中高昂
信念的坚守熠熠发光
惊醒的雄狮走向辉煌
嫦娥奔月，神舟飞天
蛟龙入海，高铁奔驰
全面开启新征程
党旗照亮神州大地
勇担使命，砥砺前行

初心与梦想
胡国平

又一次描绘那个梦想
民族复兴的宏愿
正一步步显现出愈加清晰的模样
为了心中的那个梦想
一代代人啊，初心难忘
这是一个怎样的梦想啊
能团结起来亿万人民一百年的力量！
这个梦想是在未名湖畔的红楼里启蒙
这个梦想是在春天里的东交民巷点燃希望
这个梦想是在望志路石库门的阁楼上约定雏形
这个梦想是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生出翅膀
虽然此时的梦想依旧有些稚嫩
但从此，一支红色的力量
为了这个梦想，初心难忘
这个梦想曾在珠江岸边的越秀山上经受考验
这个梦想曾在黄浦江畔的虹口里弄中左右蹒跚
这个梦想曾在国立武昌第一小学教室里见证
这个梦想曾在莫斯科郊外的冬夜里
期待春天的阳光
而这个梦想就像一粒火种，从未熄灭
因为，她承载着华夏民族的希望
这火种，虽然也曾孱弱如晨星
可蕴藏着燎原的力量
于是，这火种穿着一双草鞋
从瑞金一路走到了延安,边走边唱
为了心中的那个梦想，初心难忘

1921年的7月
南湖游船承载跳动的火苗
历史的舞台上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这个梦想住过杨家岭的窑洞
也住过西柏坡的土房
香山的枫叶染透了北国的风光
炎黄子孙站立起来
那一声声呼喊
回声遥远，昭示着
为了心中的那个梦想，初心难忘

挑起秋收起义的长缨
扛起八一南昌起义的枪
吹起井冈山的号角
书写长征的伟大壮举
红旗飘过整个中国大地
红色谱写成一首赞歌

这梦想耕种过大寨田
这梦想开垦过广袤肥沃的北大荒
这梦想打出了“争气井”
这梦想点燃了罗布泊的“震天响”
这梦想成就了那一代人崇高的理想
为了这个梦想，初心难忘

为了这个梦想
我们沉思，我们凝望
为了这个梦想，我们初心难忘
历史的钟声第100次敲响
那是奋进的号角
是迈进新时代的胜利乐章
牢记使命，砥砺奋进
是向人民许下的诺言
撸起袖子加油干
日出东方，必将喷薄辉煌
奋发有为的新一代
必将谱写新时期最华美的篇章
因为，为了心中的那个梦想
我们初心不忘！

燃情七月
张春菊

那是一个雄狮觉醒的年代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热血沸腾的年代
那是一个中华儿女寻求真理走向光明的年代
党啊
你一路走来腥风血雨 历尽沧桑
你一路走来播撒星火 燎原华夏
你终拥有了自己的旗帜
砸开旧世界的牢笼
割断沉重的锁链
血与火的洗礼
铸造了你钢铁般的意志
从南湖红船上的庄严宣誓
到南昌起义吹响的号角
从井冈山黄洋界的炮声
到长征路上的岁月峥嵘
从遵义到延安
从西柏坡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振臂高呼
党啊
征程路上每一步跋涉
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
燃烧的七月
豪情万丈
在新世纪的征途上铿锵前行
让我们满怀理想和信念
紧跟您前进的步伐
奏出华美的乐章

唱响七月的赞歌
孟宪华

七月，是一团流火
时间凝聚在1921年的七月
由荡漾的南湖
那只红船，开启了
崭新的宏伟画卷
南昌起义的炮声，隆隆

是进军新时代的集结号
经过浴血抗战
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终于迎来了黎明
当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
冉冉升起红太阳，一面旗帜飘呀飘
祖国告别了黑暗，人民翻身得解放
从此睡狮醒来，一个大国崛起
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原子弹爆炸成功
人造卫星升上宇宙天穹
我们紧握铁拳头，在鲜血染红的旗帜下宣誓
威武的航母下水，那是来自我们的力量
呼啸的动车驰骋，引领世界的眼睛
直插云霄的火箭携带探月工程，宛若
现代的嫦娥入住广寒宫
幸福的人民，富裕的生活，繁荣的国家
啊，七月热血沸腾
啊，七月是光芒四射的灯塔
照耀着我们前进，前进，向前进
实现中国梦，走向复兴，走向富强繁荣
◎
篆
刻
◎
安
长
生
共筑中国梦

红心向党
冰棱儿

一只手擎起的，握紧在掌心。
两只手托举，贴近火热胸膛。
坚定的理想信念，
再多风雨也无法阻挡。
我们前进的脚步，
一直稳健而坚定！
南湖风雨中驶出的，
是一艘革命的领航船，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
经历多少曲折苦难，才迎来
我们今天的富强繁荣，和平与勇敢。
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重任！
曾经的风雨给予我们磨砺与挑战。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红星。
一百年！一百年！
一百年！
总有一种声音，让我们倍觉温暖。
多少次百折不挠，
多少次迎难攻艰。
一声声誓言，震颤河山。
一颗颗红心热血，围绕着我的祖国！

西青电视台一周节目预告
周一(7 月 19 日)
6:00 长鸿说电影
7:01 历史上的今天
7:15 法治天下
7:50 饮食养生汇
8:20 西青新闻
8:50 印迹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解放（7-8）
11:20 生活帮
12:00 旅游 365
12:15 历史上的今天
12:20 西青新闻
12:50 印迹
13:20 致富经
13:55 历史上的今天
14:00 西青新闻
14:30 为党旗增辉
15:00 口述
15:40 电视剧：爱国者 16-17
17:28 有一说一
17:58 万家灯火
18:20 中北新闻
18:30 转播天津新闻
19:00 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 印迹
19:50 西青新闻
20:15 诗书画
20:30 电视剧：解放（9-10）
22:00 西青新闻
22:30 为党旗增辉
22:50 光影纵横
23:45 都市开讲啦
周二(7 月 20 日)
6:00 长鸿说电影
7:01 历史上的今天
7:15 法治天下
7:50 饮食养生汇
8:20 西青新闻
8:50 为党旗增辉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解放（9-10）
11:20 生活帮
12:00 旅游 365
12:15 历史上的今天
12:20 西青新闻
12:50 为党旗增辉
13:20 致富经
13:55 历史上的今天
14:00 西青新闻
14:30 为党旗增辉
15:00 口述
15:40 电视剧：爱国者 18-19
17:28 有一说一
17:58 万家灯火
18:20 中北新闻
18:30 转播天津新闻
19:00 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 依医健康
19:50 西青新闻
20:15 诗书画
20:30 电视剧：解放（11-12）
22:00 西青新闻
22:30 依医健康
22:50 光影纵横
23:45 都市开讲啦
周三(7 月 21 日)
6:00 长鸿说电影
7:01 历史上的今天
7:15 法治天下
7:50 饮食养生汇
8:20 西青新闻
8:50 依医健康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解放（11-12）
11:20 生活帮
12:00 旅游 365
12:15 历史上的今天
12:20 西青新闻
12:50 依医健康
13:20 致富经
13:55 历史上的今天
14:00 西青新闻
14:30 依医健康
15:00 口述
15:40 电视剧：爱国者 20-21
17:28 有一说一
17:58 万家灯火
18:20 中北新闻
18:30 转播天津新闻
19:00 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 西青能人
19:50 西青新闻
20:15 诗书画
20:30 电视剧：解放（13-14）
22:00 西青新闻
22:30 西青能人
22:50 光影纵横
23:45 都市开讲啦
周四(7 月 22 日)
6:00 长鸿说电影
7:01 历史上的今天
7:15 法治天下
7:50 饮食养生汇
8:20 西青新闻
8:50 西青能人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解放（13-14）
11:20 生活帮
12:00 旅游 365
12:15 历史上的今天
12:20 西青新闻
12:50 西青能人
13:20 致富经
13:55 历史上的今天
14:00 西青新闻
14:30 西青能人
15:00 口述
15:40 电视剧：爱国者 22-23
17:28 有一说一
17:58 万家灯火
18:20 中北新闻
18:30 转播天津新闻
19:00 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 游说西青
19:50 西青新闻
20:15 诗书画
20:30 转播天津新闻频道百姓问政
21:10 电视剧：解放 15
22:00 西青新闻
22:30 游说西青
22:50 光影纵横
23:45 都市开讲啦
周五(7 月 23 日)
6:00 长鸿说电影
7:01 历史上的今天
7:15 法治天下
7:50 饮食养生汇
8:20 西青新闻
8:50 游说西青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解放 15
10:25 光影纵横
11:20 生活帮
12:00 旅游 365
12:15 历史上的今天
12:20 西青新闻
12:50 游说西青
13:20 致富经
13:55 历史上的今天
14:00 西青新闻
14:30 游说西青
15:00 口述
15:40 电视剧：爱国者 24-25
17:28 有一说一
17:58 万家灯火
18:20 中北新闻
18:30 转播天津新闻
19:00 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 联办栏目
19:40 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19:50 西青新闻
20:15 诗书画
20:30 电视剧：解放（16-17）
22:00 西青新闻
22:30 联办栏目
22:40 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22:50 光影纵横
23:45 都市开讲啦
周六(7 月 24 日)
6:00 长鸿说电影
7:01 历史上的今天
7:15 法治天下
7:50 饮食养生汇
8:20 西青新闻
8:50 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9:00 联办栏目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解放（16-17）
11:20 生活帮
12:00 旅游 365
12:15 历史上的今天
12:20 西青新闻
12:50 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13:00 联办栏目
13:20 致富经
13:55 历史上的今天
14:00 西青新闻
14:30 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14:40 联办栏目
15:00 口述
15:40 电视剧：爱国者 26-27
17:28 有一说一
17:58 万家灯火
18:20 中北新闻
18:30 转播天津新闻
19:00 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 年画味道
19:50 西青新闻
20:15 诗书画
20:30 电视剧：解放（18-19）
22:00 西青新闻
22:30 年画味道
22:50 光影纵横
23:45 都市开讲啦
周日(7 月 25 日)
6:00 长鸿说电影
7:01 历史上的今天
7:15 法治天下
7:50 饮食养生汇
8:20 西青新闻
8:50 年画味道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解放（18-19）
11:20 生活帮
12:00 旅游 365
12:15 历史上的今天
12:20 西青新闻
12:50 年画味道
13:20 致富经
13:55 历史上的今天
14:00 西青新闻
14:30 年画味道
15:00 口述
15:40 电视剧：爱国者 28-29
17:28 有一说一
17:58 万家灯火
18:20 中北新闻
18:30 转播天津新闻
19:00 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 印迹
19:50 西青新闻
20:15 诗书画
20:30 电视剧：解放（20-21）
22:00 西青新闻
22:30 印迹
22:50 光影纵横
23:45 都市开讲啦
（以上内容由西青电视台提供，电视节目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时间为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