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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魂 中国魂
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 李懿晗 张艺沥

王一丁 李梦瑶 伍博明

站在时光的对岸
听风的呼啸 望浪的奔腾
激荡在岁月里的回声响彻云霄

坚定的共产党人
在千山万水间留下光辉足迹
星星之火 铸就燎原之势
莘莘学子 接力中华精神

听 往昔南湖红船轻轻摇晃
看 今朝九龙湖畔粼粼波光
百载文枢江左 映照荣光事迹
东南辈出英豪 历史书写骄傲

创新引领 无惧变迁
家国情怀 不忘初心

李瑞清老先生“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
家庭，学生若子弟”的谆谆教诲犹言在耳
舍小我 融大我的精神在心底回荡

中国匠“芯”倪光南用一生去追寻科技
强国梦

用“科技研发”“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封锁”
勇超越敢变革的作为成就吾辈榜样

知乎创始人周源用信息共享 知识沉
淀理念

推动寻求社会可持续发展最优解
上下求索的精神激起时代风浪

我们站在“两个大局”的历史交汇期
我们坚守“国有难、召必应、战必胜”的

责任使命
我们勇当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

的主力军
这 是传承于东大人闪亮名片背后的

创业精神！

百载东南 匠心独运
钻研求是 严谨细致

正因林鸣总工心比金坚 七年磨一剑
终成就港珠澳大桥惊艳世界

正因胡旭东指挥员精益求精 不舍昼夜
终引航嫦娥五号直升九天

正因尤肖虎教授不懈钻研 精雕细琢
终助推5G技术独占鳌头

正因王澍设计师忠于自我 静心打磨
终使得中国建筑享誉全球

我们甘做振兴中华路上守正创新的平
凡匠人

我们愿做谋求幸福路上嚼得菜根的无
闻力量

我们争做奔向小康路上敬业专注的时
代弄潮儿

这 是熟记于无数东大人内心的工匠精神！

行稳致远 兼备德才
追求卓越 领航未来

“东方居里夫人”吴健雄女士在千万次
β衰变研究领域中

实现科技领军 传递世界福祉最强音

“放卫星”的“总工师”任新民先生潜心
引领通信工程创新

成就载人航天 探索宇宙无边新征程

“巨浪之父”黄纬禄先生探索火箭研制
规律 填补技术空白

筑牢国防根基 守护国泰民安新时代

“人居环境科学”创始人吴良镛先生毕
生致力于“让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启迪人居之梦 引领宜居城市新篇章

我们坚守“立大志、入主流、干大事、勇
担当”的时代使命

我们树立“志在领军，国际视野”的远大
目标

我们担当“引领未来，造福人类”的领军
人才

这 是铭刻在一代代东大人骨血中的
领军精神！

坚毅果敢 一往无前
负重而行 与有荣焉

犹忆疫情伊始 防护服下
邱海波教授风雨兼程深入一线
医者仁心为无数同胞带去生的希望

回望唐古拉雪山 一片煞白
郝英立教授不知疲倦心系责任
南极科考为祖国发展倾注毕生心血

曾记西北戈壁 渺无人烟
朱光亚院士穷究理论 潜心钻研
两弹一星为民族崛起注入无穷力量

回首硝烟岁月 生灵涂炭
成贻宾烈士不惧威胁 誓死斗争
满腔热血为苦难百姓送来黎明曙光

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因为那里有急需救助的同胞

到最劳累的地方去！
因为那里有必须奔赴的事业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因为英雄脊梁 使命担当
这 是深植于每位东大人灵魂深处的

逆行精神！

忆往昔 党带领人民奔向辉煌
看今朝 成贤街梧桐葱茏 枝繁叶茂
一代代中国人 风雨无阻砥砺前行
奔向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一辈辈东大人 教育报国科学名世
共筑世界一流的东大魂！

祖孙三代同宣誓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倪柳峰

1964年7月，爷爷面对党旗，
高举右拳，誓言声起。
刚20岁的他就任村党支部书记，
团结带领百姓战天斗地，
把激情的岁月燃烧得异常华丽！

2001年7月，爸爸面对党旗，
高擎右拳，誓言响起。
身为教师的他爱岗敬业忠诚履职，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牢记，
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精彩的故事！

2021年7月，党的百年华诞之际，
我在东大，面对党旗，誓言坚定有力。
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加强学习健康成长实现人生价值，
张开强国有我的青春双臂！

镰刀锤头，开天辟地，
星星之火点燃中华大地，
鲜红的党旗守护初心践行使命。
宣过的誓言提醒自己，
共产党员的职责我们代代铭记！

种花地·种花家
东南大学SEAL朗诵团 崔朋松

总是庆幸
生在这种花地
学在这种花家

这片种花大地
是无数东方儿女的共情与守望
从历史中从容走来
沁着雍容华贵、红色不屈的芳香
生于此
彼方尚有荣光在

这户种花小家
扎根东南一隅而心怀无穷远方
似喧嚣中一朵幽兰
清香培育无数领军人才、大国工匠
学于此
少年不惧岁月长

滋养这种花地
回报这种花家
总是企望

百年荣光，脚下起航
——站在东南大学梅庵前有感

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刘锦洵

随着“烟花”台风散去
一轮红日照进了四牌楼的夏天
梅庵啊 梅庵
你见证了百年前那批九零后、零零后

的热血与青春
承载的是红色与希望

团二大立下的铮铮誓言
还在这里绕柱回响
来来往往的青年栋梁
他们就是共和国的希望
步履铿锵

虎踞龙盘的钟山再遇风雨
无数的“成贻宾们”正是从这里起航
滴答的雨声敲响着反动派的丧钟
他们却永远倒在了血泊中
监狱和研究所
是他们殊同的战场
而只有梅庵 站着守望

迈过沧桑人间正道
觉醒了的中国人
正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最宏伟的续章
我们零零后自豪地宣布：
我们已经茁壮成长 勇于担当
新时代的青年们
在“邱海波们”的带领下
正迈向新的航程
眼前的脚下 斑驳却发着光
让我们怀揣信仰与梦想的指路牌
一路猛进！

（注释：2021年6月28日，东南大学
举行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史料展。东南大学梅庵曾
是“团二大”会址。）

青年，送你一面五星红旗
东南大学法学院 张静轩

青年，送你一面五星红旗
你的汗水常常会 浸透粗布棉衣
你以你坚韧的方式
续写中华之灿烂花期

青年，送你一面五星红旗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富则国富”
巾帼之下

少年侠气
有泪如倾

青年，送你一面五星红旗
革命路上
你以大义
治愈着社会的疮疖

青年，送你一面五星红旗
你如果问我，
什么是真正爱国主义？
——足下的土地
——头顶的红旗

海波颂
东南大学SEAL朗诵团 李宝瑞

当病毒横行在神州大地，
当魔鬼挥舞着骇人爪牙；
当新春喜悦被阴霾笼罩，
当春雷震荡了海角天涯。

是你，用最早的出征
担当使命；
是你，用最久的坚守
照护人心。

一百三十余天的奋战，
由南京到武汉，
从东北到江南，
你迎疫而上，
在绝境中创造奇迹；
你大医精诚，
在黑暗中呼唤黎明。

信仰不曾改变，
头发却早已花白。

拼搏奋进，
奔赴的是中华危难；
止于至善，
唱响的是铮铮誓言！

山河万里路，
逆行的背影执着坚毅；
但愿海波平，
不灭的信仰负重前行。

江淮赞歌
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 韦伟

江淮，盐阜大地上
稻香在渔歌中徜徉
芦荡是夕阳下的桨
撑开了历史的荡漾
烽火从卢沟桥烧到南疆
岌岌可危，山河沦丧
日寇的铁蹄与刀枪
刺向了中华儿女的心脏
江淮，盐阜大地上
芦荡是游击战场
渔歌换做号子唱
铿锵激昂
江淮，盐阜大地上
小米和步枪
小推车推出了胜利
人民是时代的英雄
江淮，盐阜大地上
赞歌是军号和渔唱
铁军历史在激荡
新四军的精神将永远飞扬
滚滚是红色的血液
唱的是军民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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