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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听雨
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2018

级本科生 任誉锬

又一次来到雨花台
雨未下，春雷停伫在天边
湖水陪着小鸭子
看白雪瓦没过了九脊顶

石壁里贮着铁的名字
如眼睛成单成对，凝视着
愤怒的风暴，起于血壤
轻轻撕裂了蒋家王朝。
青草又生
冷眼看统治者如残枝腐烂
石碑新立
洗耳闻 脚镣击奏起《国际歌》

镜湖里贮着坚硬的梦
关于光明，关于路
没有指南针只有踏血去寻
红梅烂漫 渡江的船号昼夜奔流
夕照肝胆 玉兰的馥郁无人来嗅

碑影里贮着清澈的火
默吟着青年对祖国的恋语
父亲送给新生儿的摇篮曲
花钟空转
倒流的不是滴落的血
春秋暗换
静待来人独上这高台！

雨落下
高座寺的钟声与花钟弥合。
白雪浸染了衣冠
他们和雨花台同醒，同眠
此刻，千百年后。

峥嵘岁月的馈赠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

院2018级本科生 樊星

古老神州的文明孕育
如蓓蕾对于朝露的贪慕
一百年的峥嵘不屈
从不是弹指一挥的吹嘘

新的历史纪元狂想奏成曲
沉重的负担寄寓于民主
沉湎着 高扬着
革命 纲领 反封建
改革 创新 解放
秉承使命的共产党
早已将红船划出嘉兴的湖

茫茫黄沙在湍急的水流里汇聚
散发着径流的血脉
百尺高楼在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
正对望百年遒劲的松柏

烈火止于冤案的平反
庭中望月是源于教育的高台
精神文明的焕然
触抚了生命新开的果儿

赤子偾张那铮铮傲骨
披荆斩棘只为渲染旗彩
而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敲定
唤醒了带着尘封讯号的山川江河

大地 是你在编织网吗
将狂想和理想交织
无声无息地
将远方的扬沙铺成脚下的路

追寻者
所有赤子的一个新称呼
为了心照不宣的梦

会提供全力援助

脊梁的铸造升华过历史
将时间进行提纯并加以忖度
金色阳光和创新步履
将新时代包裹
纯粹 如同唐古拉的冰雪融水

缘于初心，甘于平凡
——王泽山院士赞（外一首）
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与光电技

术学院2018级本科生 雷林

把理想交给讲台
面对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
您把毕生所学托付给他们的未来
黑板上每一道遒劲的字迹
都在学子们心中烫下真理的烙印
爱国爱党、砥砺前行
一点一滴立起伟大标杆

把信念交给实验室
祖国的需求就是您的追求
身处时代的漩涡
您深知天平并不会倾向幸运
酷暑严寒、十年一日
在每一个清冷的夜晚
笔杆和腰杆
都直直地趋向真理

把岁月交给校园
无数次穿行于二月兰的紫浪
路过三号路的落叶秋风
时间广场的日晷一次次轮回
时光在您脸上写满奋斗的故事
您赠时光以不朽的初心

把一生交给平凡
在火炸药领域筑起信仰之墙
墙上记载了数十年的耕耘与渴望
当天空中传来响彻南北的炮响
祖国用三连冠加冕您的辉煌
饱经沧桑、荣誉归来
无关名利、甘于平凡
您的身体早已是火焰之书

前望是花海，仰首有星光

每当看到红旗在天空飘扬
我的心便会肃然起敬
那是前辈们用鲜血染上的颜色
一百年峥嵘岁月涤荡
又彻底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总想背上年少的行囊走遍三山五岳
用脚步去丈量每一寸山河
后知后觉，我一直在祖国的腹部打转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将是我穷尽一生的时间跨度

总爱登上紫金山的山顶
去一睹共和国的盛世繁荣
星罗棋布的高楼纷纷穿上科技的外衣
南京城华灯璀璨
就连冉冉升起的朝阳泛着的微光
都是一抹浓厚的中国红

伟大的党啊 总盼着为您做点什么
总有人先我们一步负重前行
面对突如其来的山火、疫情、台风与洪涝
华夏大地上猛地崛起百万大军
刹那间，众志成城

伟大的党啊 您让我亲眼见证
地广、国强、人和
傲立在世界东方的巨龙
正引导着世界的走向
独立自主、合作共赢

我爱您，伟大的党
在您亲切的目光下
青年的未来，一路坦荡
前望是花海，仰首有星光

一次次默念你的名字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级博士生 周宣辰

一
当初的你

是贫瘠、破败的黄土地上
那一抹鲜绿
柔嫩得如同婴儿眼角滑落的泪水
却在呼啸的狂风中
倔强地将根
深深地、深深地扎入泥土
风不止
雨在夜幕的掩盖下，肆虐着
闪电撕开天幕
映出你暴雨中摇曳的身影
像要舞出一段惊世飞天

浓雾缭绕在江畔
时而如浓稠的烟
时而被风抽剥，薄如蝉翼
一叶小舟静静漂浮
似绽放在江心的一朵红莲
一声高昂破开江面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小舟破雾前行
前方粼粼江面
渐行清晰

当镰刀与锤头重合
当黄色在红布上张扬 晕染
一双双紧握的手
一张张年轻的脸庞 在阳光下闪耀
在某个地方
已种下希望

二

透过天幕的缝隙
一束束阳光 像金色丝线
在天地间交织 缠绕
化为星星之火
绽放于无垠原野
驱散寒冷 照亮无边的黑暗

前方炮火轰鸣 火焰四起
眼前忽然一片白光
四周的叫嚣、呼喊变得愈来愈静
手心有一股股的热流
顺着枪柄慢慢滑落
一滴、两滴、三滴……
紧握的手决不松开
信仰是一步步的坚强
信仰是奋不顾身的绽放

大雨后的第一道彩虹
发出耀眼光芒
你舒展、汲取、抽枝、发芽
骨骼的交错声
扎根的碰撞声 铿锵作响

与您同在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

院2018级本科生 李梓逸

一
一条条经线串起接连的日出
从西到东，以奔流的姿态跑过山与平原
拉起五彩的经幡
推开暗红的宫门
鹰隼与雏鸟都在啼鸣振翅
江海与溪泉皆有浪花逐沙

彼端的风呼啸着击打戈壁砾石
此方的云悠游着拨开朝霞绚烂
亲爱的党啊——

在这幸福的时间下
生活着万城各族
古老的土地涌动年轻血脉
一种花找到了一万种开法
花期连绵，织成另一个春天

二

山野蓬勃着色彩
自由、期待与向往
生命的新影覆在斑驳的旧墙
坚强的仍在伫立
伫立的依然坚强
无数日头从竹竿上跳出
寂静的村庄遍照着光
汗水以不同频率落下
正如掌声必将同样嘹亮地响起

黄色的手掌就是种子
阳光与雨露洒过就有生命

亲爱的党啊——
从三万尺深的地下到无限延长的高空
鲜活的搏动每分每秒地发生
梦在哪里都可寄托
时代的钟声就是应许
淋漓地酣畅地憧憬
共和国的回音清晰可闻
从海滨到内陆
给予所有的所有
更美好的确定

红船唤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19

级硕士生 杜金益

嘉兴湖畔，我悄悄地
登上红船
俯身轻叩甲板
回响，回响起中国人千载岁月的苦难
是黄河多舛水漫漫，沿岸作荒滩
是秦皇南瞻，是汉武北盼
中原大地多战乱
是十年饥九年旱，天灾人祸处处难

嘉兴湖畔，我悄悄地
走下红船
转身迈过船舷
荡漾，荡漾开共产党百年变革的壮观
是直把通途代天堑，遍地耕良田
是海陆空天，是一星两弹
寰宇宵小皆震颤
是家国泰人民安，生活质量步步攀

沧海桑田雨覆云翻，中国人民挺直腰板！
不靠救世主也不靠神龛
靠劳动者的双手和共产党正确的指南
百年奋斗 百年华诞
百年时光 换了人间

于是，我漫步堤岸
前方有亮光，身旁有呼唤
是红船在呼唤——
向前吧，孩子！向上吧，青年！
把这光辉伟业沉淀
沉淀出抖擞精神，沉淀出坚定信念
继往开来 谱写新篇！

共筑中国梦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9

级博士生 赵昌方

炮火连天的岁月换来了安稳和平
红色革命换来了中国特色的繁荣
改革开放换来了综合国力的飞跃

今天，我们的国家强大了
不再任人宰割
不再受人欺辱
我们推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今天，我们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的时代
迎来了新的挑战
开始了新的征程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风华正茂，朝气蓬勃
吾辈当自强，优雅绽放
用最真挚的热情
和最坚定的信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勠力同心
为筑共同的中国梦
为祖国的伟大事业
出力，添砖

在五星红旗下生长
在党的怀抱里长大
是时百年建党，恰逢中流击水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请国放心，强军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