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卫国旗 薪火相传

——常州工学院国旗班升旗

鲜红的国旗如同火焰，在队员心中燃烧，蓬勃了十月，

涤荡了心灵。为培养全体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展现常州工

学院国旗班阳光自信、坚毅干练的精神风貌，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献礼，学校国旗班从 9月 22日起，陆续为

常州市市政府，常州工学院 2019 级新生军训表彰大会，常

州日报社，博爱路小学等 7个单位进行了升国旗仪式，并得

到广泛的好评。

2019级新生军训总结表彰大会升旗仪式



张太雷纪念馆升旗仪式

博爱路小学升旗仪式



伊酷拉探险园升旗仪式



新桥镇升旗仪式



常州市政府升旗仪式

经过半个月的辛苦工作，国旗班的同学感触良多，并写



下了他们自己的心声！



感悟

谢智超

在九月下旬，刚接到市政府升旗这个任务时，我的内心

是无比激动而自豪的。

身为护旗手，我感受到了任务的艰巨以及责任的重大，

上场时绝不能出半点差错，不能为国旗班丢脸，不能为常工

院丢脸，我会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参加每天的训练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不能在训练过程

中松懈，不折不扣完成每天的训练任务，与另外两个旗手形

成完美的默契。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并予以了及时的

解决。比如转弯时排面不齐，齐步时摆臂不齐，正步时踢腿

不齐，上下台阶时不能同步等等，这些问题在几天的训练过

程中都得到了解决，并且能够保证不出纰漏。

上场前几天，在市政府前完全陌生的场地上，我才意识

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场地很大，观众也会很多，场地完全陌

生，也为任务增添了许多难度。好在班长及时给出了解决办

法，让任务的完成有了保障。

上场前夜，全员来到场地进行最后的彩排。我们提前感

受到了万众瞩目的紧张——广场上市民们很多，围观的市民

也很多，我也不敢做什么多余的动作，神经紧绷着，不敢松

懈。最后的彩排结束，打车回学校，已然过了十点半。



宿舍，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想到第二天就要上场，

在祖国七十岁生日这天为常州市升起鲜红的红旗，紧张而又

期待，激动而又自豪，不停地祈祷着明天千万不能掉链子，

每个动作都要规范.....

终于到了上场的时刻，吃过早饭，在预备地点等待，此

时，所有的紧张和激动全都消失不见，剩下的只有平静，静

得能听见心跳。此时的摄像机，闪光灯，无人机都已经无所

谓了。随后领导入场，发表讲话，升旗仪式正式开始，齐步，

左转，正步，齐步，右转，上台阶，走到指定位置，所有动

作一气呵成，完美！随着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响起，鲜艳

的红旗扬起，一声敬礼，我紧握手中的枪，心中的自豪是前

所未有的！国歌结束，走下台阶，站到指定位置，全程没有

失误，这意味着我们的任务圆满完成了！我的心中一阵狂喜，

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布满了全身，但我依然紧绷着身体，

直到退场。

我为我是国旗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



感想

孙青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在加入国旗班就渴望着站在队

列中参加升旗仪式。我很有幸能够参与到 10 月 1 日得常州

市政府升旗。这一次的表现不仅代表了我们学校，更能让更

多人了解到我们学校的国旗班是多么的优秀。

刚开学班长就通知了我们这个好消息，内心非常的愉

悦。为了这次的上场能够完美做好所有动作，我们每周晚上

4次集训，调整队列中的精准度。经过几周紧张严肃的训练，

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了。一大早带着激动的心情我们提早

来到广场提前排练熟悉，老师安慰我们不要紧张。随着领导

们的进场，紧张庄重的升旗仪式就开始了，“升旗仪式正式

开始”主持人的话音刚落下，“立正”一声高亢激昂的声音

响彻整个广场得上空，整齐的齐步走，行进中带着自信，紧

接着整齐的分列式，现场一片安静只有刷刷的拍地声。来到

国旗台上，随着嘹亮的国歌响起，我们看着旗手将五星红旗

冉冉升起，国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我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莫

名的感动。那一刻的庄严肃穆，那一刻的骄傲与自豪是不言

而喻的。歌声里满含着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祖国的热爱，

对国旗的尊重。

冉冉升起的国旗象征着我们的国家日益繁荣昌盛，告诫

我们时刻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愿五星红旗在岁月的长河



中永远飘扬。尽管仪式简单，但意义深远。我相信在场的每

一个人，都深深体会到了那与众不同的心动时刻，感受到了

那鼓舞人心的振奋。不管我们离祖国多遥远，但那一腔爱国

的热血同样是沸腾的，那份爱国之情同样是真挚的。现在的

祖国虽已飞在世界的前列，但我们应该让这双腾飞的翅膀变

得更加强劲有力！这是我们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与任务。我

们应当做好一个榜样，让 19 届的学弟学妹们引以为豪，这

神圣光荣的任务也是不遇不可求。

升国旗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爱国教育。鲜艳的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燃起我们心中的爱国热情和奋斗激情，

我们会在五星红旗的感召下奋勇前进，一往无前。依旧忆起

那日的国旗在晨风中飘扬，五星红旗在阳光下闪耀着耀眼的

光芒。



十一国庆市委升起仪式感想

陆欢

今年十月一号是祖国七十周年诞辰，在这特殊的日子

里，常州工学院国旗护卫队在市政府前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

祝祖国华诞。

身为国旗护卫队的一员，我参加了此次升旗活动。这是

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升旗仪式。作为国旗护卫队的一员，身负

保卫国旗的责任，对待国旗有着满腔的热血，和无尚的崇敬。

因此对待此次的升旗，我无比的认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

怠，因为我心在祖国，心在国旗。为此，我付出了汗水和一

颗满怀憧憬的心。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为了升旗仪式更加出色，我们

早早的进行了演练。我们重复着上一年所学的动作，不厌其

烦的一直演练。手臂高度没有达到高度要求，就一直练，定

型、挥臂知道达到高度统一；脚步节奏乱了就磨合，一直走，

直到达到一致；正步踢腿速度慢，没有简洁有力，就抬腿定

型、进行腿部力量练习。大量的训练使我们身心疲惫，意志

却越发坚定。没有人说要放弃，也不会想着放弃。我们不会

倒下，只会屹立在国旗下，保卫国旗平安的升起。我也不会

倒下，心里只会念叨着：累了，就在坚持一会，你可以的，

你能行，时间其实很短暂，再坚持一下，时间就到了。汗水

见证了我们的努力，月光下的我们是如此的坚定。



付出就会有收获。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也迎来了十

一的升旗仪式。在主席台前等待的我们，眼神是如此的坚定。

经历汗水灌溉的我们身姿挺拔，保卫着国旗。升旗仪式开始

了，我们迈出自信的步伐，眼睛目视前方。在旗杆下，我们

行举枪礼，和人民一起注视着国旗缓缓升起。仪式顺利的结

束了。而此时我的内心无比的激动与自豪，此刻我真正的感

到了祖国的繁荣和强大。

这次的升旗仪式使常州工学院国旗护卫队更多的面向

市区，为市区人民所熟知。身为护卫队的一员，我由心的希

望它能走的更远，存在的更久。我希望常州工学院国旗护卫

队能将守卫国旗、升国旗一直坚持下去。心中会有祖国，那

么就应该守护国旗，保卫国家尊严。

这一次的升旗仪式是我加入国旗护卫队以来，参加的最

正式的升旗仪式。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

次。因为我热衷于此。



国庆升国旗后感

严雨顺

2019年十月一日，也许其他年份的这个日子，我的感受

还没有那么强烈，但今年的这一天，却是一个能使我铭记一

辈子的时刻。

2019年十月一日，是新中国成立第 70周年，回首过去，

我们雄心激荡;展望未来，我们豪情万丈，上下五千年，悠悠

中华魂。这一天，是令中华儿女无比自豪的一天，是向世界

展示我们中国人的豪情与力量的一天，是向未来迈向厚重和

铿锵有力的步伐的一天。这一天必将载入史册！

2019年十月一日，是中国国庆阅兵的举办日，但今年，

似乎又有些不同，1949和 2019的车子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

点。是啊！看吧！七十年前满目疮痍，七十年后锦绣河山！

当年送您走十里长街，今日陪您看十里繁华。泱泱大国，盛

世宏图，风呼啸，雨绵延，山河祭奠，拜谢英烈忠魂，佑我

煌煌中华！这盛世，如您所愿！

2019年十月一日，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很荣幸的作

为一名常州工学院国旗班的成员，参加了由常州市政府举办

的国庆升国旗仪式。在十月一号的当天，一面鲜艳的五星红

旗，经由我们，升上了高空！以此来为祖国母亲的 70 周年

祝寿。还记得，为了那一天，我们一起早早的开始了训练，

齐步不行就一直走！正步不行就一直踢！转弯不行就一直转！



摆手不行就一直摆！一次次的齐步，一次次的踢腿，一次次

的转弯，一次次的摆臂，汗水，喘气，都没有放弃，只为最

后的绽放。看吧，那天，在礼仪人员宣布升旗仪式开始的时

候，那整齐的步伐，矫健的身姿，就是我们奋斗的结晶，是

通过我们的汗水浇灌出来的花朵！是的，只要努力，怎么可

能不会有收获！而在那国旗升起的时候，一种自豪，一种荣

誉在我心中涌动，泪水在眼眶打转，我作为一位退伍士兵，

祖国在我心中有着一种联系在血脉中的感情，这一刻，这种

情感尤为激烈。退伍不褪色，若有战，召必回！这些话语在

我心中不断呐喊。祖国，我的母亲，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

们的期望，也不会侮辱自己军人的身份，努力奋斗，不懈追

求，向这自己的目标，向着那崇高的彼岸，奋勇前进。

2019年十月一日，这一天必定会成为我人生中的一道浓

墨重彩。追星只追五角星，来世还做中国人！



国庆升旗感想

王 硕

这是进入国旗班以来第一次参加如此隆重的升国旗仪

式——常州市政府升旗。因为为了此次升旗我们国旗班付不

了很多努力，这个任务不仅仅关乎我们国旗班的荣誉更是整

个常州市升旗的重要部分。我们参与这次任务的每一位成员

的内心都激动万分，因为升国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看着那

慢慢升起的五星红旗，心里总是有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澎湃

感。

经过漫长的训练，我们在国庆前一天晚上来到举行升旗

任务的广场，一次又一次的彩排，克服了国旗台操作的一个

又一个困难，经过我们的班长和几个训练员的不懈努力，最

终我们每个成员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听准口令，迈着整齐

的步伐从进场到退场有条不紊，一步不差！周边围观的群众

纷纷像我们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从班长通知了我们此次升旗的任务到现在为止我的内

心还是激动不已，这不仅是常州市政府首次邀请大学生参加

国庆升旗仪式，也是我们有幸能以大学生的身份，站在距离

国旗最近的地方为我们的祖国庆祝 70周年华诞! 站在国旗

下我能深切的感受到那份庄严，那份自豪!我们今天能够在这

里举行升旗仪式，这是多少革命先烈用自己的鲜血用自己的

生命换来的啊，我们的国旗正是用他们的热血染红的，尽管



仪式是那样简单，但意义深远。我相信，我们在场的每一个

人，都能深深体会到那与众不同的心动时刻，感受那那鼓舞

人心的振奋。

终于在国庆那天上午九点半，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响起，

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准时在市政府广场中央冉冉升起，我的

心中异常激动。国旗是国家的象征，社会在发展，祖国在腾

飞，惟有强大才能不受欺，想到这，自豪之感油然而生。作

为替补上场的我虽然没能站在升旗台上在这伟大的时刻为

祖国庆生，但在场下我挥动着手中的小小国旗望向高空中飘

动的五星红旗心中默默想着：作为大学生的我们一定要不忘

历史，珍惜现在，踏实学习。现在我们的祖国虽已飞在了世

界的前列，但我们应该让这双腾飞的翅膀变得更强劲有力，

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与义务。

永恒的红色，刹那间染红了祖国的天空，也染红了我的

一颗中国心。我的祖国母亲—70周年，让我们一起前行！



升旗感想

钱雪琦

初秋，微凉，晨风拨开水汽穿梭在广场的角落，太极拳

的音乐悠悠扬扬，城市，在正常作息中醒来。“立正”，声

音入耳，靠放在每人手心的枪尖反射出亮白的光，像是要拔

地而起，也像是要刺破虚空。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不用回想，

大街小巷迎风招展的国旗，满街传唱的‘我和我的祖国’已

为这场盛典做足了声势，今天是祖国母亲的七十华诞。

七十周年的国庆，我在常州市升旗。“齐步走”，二人

并排，速率一致，手臂打直，摆臂有力，莫管他直路弯路，

向前只有进，没有退。“你们走齐步啊，不要怕，大大方方

往前走，挺直腰板，昂首挺胸。”忽地，就想起训练时训练

员对我们说的话，“你们头上顶的是什么？是国徽，你们能

承得起它的重量吗？”初闻震撼，犹至今日，仍震动不止，

伴随着的是对自我的拷问与惶恐，但是，在这个队伍里，这

个以红旗开道的队伍里，我们担得起。肩负使命，必迎朝阳，

一往无前。“正步走”，踢腿有力，砸地有声，手臂挥砍。

“场上只有你们是动的，其他人都在看着你们”。万众瞩目，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我们与国旗相近，我们是国旗

班，我们只有一个任务，升国旗。正步，是稳，稳得住身，

稳得住心，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便走的出气势，偌大



的广场即便十五个人也能砸地声传至每个人耳中，踏进每个

人心里。

七十周年的国庆，我在常州市升旗。国旗已经系在了旗

杆上，国歌下一秒就要奏响，空气中弥漫着庄严与肃穆，号

角声起，‘哗’国旗被扬起，“敬礼”靠在靴边的枪举至身

前，垂直于地面。敬礼，向国旗敬礼，向祖国敬礼，向为祖

国的繁荣昌盛而奉献的前辈们敬礼。站在国旗台上，我们无

法仰望国旗，不能看到国旗的冉冉升起，但是，在心中，有

一抹红色，随着国歌缓缓的上升，上升，如朝生的太阳，散

发出耀眼的光，让人心生喜悦的泪花。

升旗仪式结束，国旗班退场，警戒线撤下，围观的群众

围了上来，一位大叔举着手机激动的说：“看看，这就是我

们中国军人，中国的骄傲”。心中一哂，面上却不动丝毫，

车来了，我们走了，离开广场没有回头望一眼，因为，我们

知道，那面旗帜，依旧高高飘扬着。



国旗护卫队“十一升旗”有感

孙浩天

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在庆祝祖国生日的同

时，常州工学院国旗护卫队参加常州市人民政府升旗仪式，

我们将亲自以最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去致敬五星红旗，庆祝

祖国生日，为祖国祝福，我感到无比的光荣自豪。

前夜，正如电影《我与我的祖国-前夜》，林治远争分夺

秒排除万难，用一个不眠之夜保证电动机万无一失；而我们，

前夜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扬旗时旗杆就会升不上去，作为

一名护旗手，心里忐忑，深怕晚上修不好第二天以最大的失

误去撞击祖国的生日；国旗班负责人、音响控制者、电动机

维修师傅以及领导，大家一起商讨，一起解决问题，一起为

明天的升旗出谋划策，最终以最好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开始，刚下车，还没有进入广场便有市民问我升旗仪式

什么时候开始，可见大家的爱国情怀；我们国旗护卫队将以

最挺拔的军姿迎接领导的到来，市委领导、党员代表、市人

大代表、武警、及各个领域的代表纷纷进入广场；“升旗仪

式，现在开始！”在市书记发话后，口令员开始下口令，或

许是因为军姿站太久的原因，齐步走的时候腿已经弯曲费

力，胳膊也已经麻木了，激动紧张的同时深怕因为动作不协

调影响队伍的美感。庄严肃穆，铿锵有力，整齐化一莫过于

出旗的场景；国歌奏起，作为护旗手，我以扬出鲜艳五星红



旗为荣，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把

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阅兵，常州市升旗仪式结束之后，刚好阅兵开始不久，

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前，56门礼炮，70响，在为祖国诞生

七十周年欢呼，升旗时，护旗手们整齐如一的拥护国旗走向

主席台，联想到了自己，看着阅兵，看着五星红旗，我倍感

喜悦；阅兵仪式正式开始了，许多坦克、装甲车、导弹等映

入眼前，海陆空、男女兵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飞机喷洒的

五颜六色的烟雾，勾勒出一条条彩线，组成一幅壮美的风景

图。

点亮青春，我为护旗而成长。

艰苦训练，我因国旗队奋进。

信仰接力，我以国旗班为荣。



十一升旗感想

姚 杰

从小到大，我经历了很多次升旗仪式，每一次庄严的升

旗仪式都能给我不一样的感想，总会让我想起很多东西。我

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强盛的年代，祖国张开温暖的怀抱拥

住我们，历经了众多灾难和苦楚，但祖国还是顽强的站起来

了。

国旗，一个多么神圣且庄严的字眼，它是我们每个中华

儿女所敬重、且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东西。那鲜艳的红色，那

金光闪闪的五角星，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生不

息、繁荣昌盛。国旗是一个国家的标志，是国家及其民族精

神的象征。它记载着华夏子孙五千年的风和雨，凝结着中华

人民对祖国无限热爱的心情，表达着我们龙的传人对祖国的

崇高敬意。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

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当我看完这句

话，我心中的万丈豪情油然而生，为祖国报效的壮志也久久

难去。

2019年十月一日，是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日子，七十年

来，祖国走过的风风雨雨、经历了一辈又一辈的人辛苦打拼，

现在的中国，毫不夸张的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雄狮，是

一个让世界不能忽视的团结力量，是让所有中华儿女为之骄



傲、为之奋斗的坚定理想。而我，作为十几亿中国人中的一

员，我很荣幸能够在这样庄严的日子里为我们祖国母亲庆

生。常州工学院国旗班，接受了这个庄严又神圣的使命，在

这一天，执行常州市委市政府广场的升旗任务。俗话说“养

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将手

中的国旗在重要的时刻将它扬起，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让

它随风飘扬。我们是激动的，是开心的，也是不安的。不安

的是失误，在这种时候的失误无疑是对我们狠狠的打击，更

重要的是对祖国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训练，

幸运的是，我们完成了，成功的完成了升旗仪式的一系列工

作，在十月一日九点三十分，我们将国旗高高的悬挂在了常

州上空，结束后，每个队员都松了口气，露出了最真心的笑

容。

虽然以后我们可能会各奔东西从事不同的行业，不同的

工作，但是，我永远会记得，永远不会忘记，在 2019年的

十一，我们代表了常州工学院的这一次行动，这将是我一生

的骄傲。



十一升旗后感

王 元

国庆这天升旗是我人生中难得的感到自豪的时刻，尽管

我只是个替补，尽管那五分钟我并没有上场，我站在人群中，

望着红旗冉冉升起，此时此刻一股使命感责任感在我的心头

油然而生，这是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它使我乃至我周围所

有的人群情激奋，心潮澎湃。

望着飘扬的五星红旗，我仿佛看到了井冈山上的革命之

火，我仿佛看到了革命前辈在战场上前仆后继，英勇奋战，

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拼死在疆场的情景；仿佛看到了为了

祖国的安宁战士们正在边防哨卡站岗巡逻。

望着五星红旗，我的思绪飘回到前一段时间。从新生军

训演习之后，我们每天晚上都在操场训练，为了国庆这天的

升旗能顺利而又完美地进行，我们一遍遍重复着单调而又乏

味的动作，尽管我们在场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校大学生，我们

的动作还是向着那些真正的仪仗队看齐。整齐、划一、有力，

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还要靠着我们一次次的磨合。每一次

训练汗水都布满全身，浸湿衣服，但是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

这是一种信仰，也是对五星红旗的尊重。每次训练时所有的

烦恼都会消失，心中剩的只有动作。这时的我们是纯粹的我

们、认真的我们。耳中只有命令，口中只有口号，心中只怀

沉稳。儿女情长、功名利禄都与我们无关。我们怀的只有最



初进入国旗护卫队的那颗心，并为之不懈努力着。

望着五星红旗，我知道付出就有会收获。每次训练前我

都会仔细检查自己的着装，穿着军装走在校园里会注意自己

的仪态与谈吐。是国旗护卫队给我的形象加了分，在别人注

视我时更加从容与淡定；训练免不了吃苦，吃下来苦就必须

要坚持，要咬牙坚持，觉得自己坚持不住的时候还要坚持。

人生免不了挫折与痛苦，但国旗护卫队教会了我坚持与耐

心，那还有什么坎是过不了的？在国旗护卫队没有利益的冲

突，没有尔虞我诈，有的只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里，

我们一起打闹嬉戏，一起吃苦受累，是国旗护卫队让我结交

了这么一帮单纯可爱的好兄弟好姐妹。

望着五星红旗，我不禁暗暗下定的决心，为了祖国的未

来，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长大后用我们的智慧和汗水把祖国建设得带回繁荣富

强，让五星红旗世世代代在祖国的蓝天上飘扬。



十一市政府升旗感想

张 涛

十月一号我们国旗班参加了市政府门口的升旗仪式，这次

的升旗仪式是市政府领导对我们常州工学院国旗班的认可，

更是我们国旗班的荣信。因此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训练，无数

次的排练，为的就是在祖国母亲生日那天完美的让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

十一的一大早，我们便来到了升旗地点，我作为擎旗手，

更是领导干部们的关注对象，因此我和护旗手的表现将非常

重要，再加上我肩上扛的可是国旗呀。很快就到了正式仪式

的开始，随着市长的讲话结束，升旗仪式正式开始了，只听

口令员一声令下，我们绷紧了身上每一块肌肉，将常工院国

旗班最好的状态拿了出来。上到升旗台，当我将五星红旗挂

上旗杆，当护旗手将五星红旗扬起，当我们所有人都高唱国

歌时，心中有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澎湃感，这种感觉让我永

生难忘。通过此次升旗仪式，祖国的天空，也染红了我的一

颗中国心。每一次抬头仰望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就有一股

无形的力量在激励着我。像歌里唱到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急的时刻，我们全民抗争才得来今天的幸福生活。在枪

林弹雨的战争年代，我们的民族能在艰难中前进，在和平发

展的当今世界，我们的民族更是日趋强大，而作为中华民族

子孙后代的我们更有一种在挫折中崛起的奋斗精神更让我



知道了作为华夏民族的儿女，我一定要投入到保卫祖国、建

设祖国的神圣事业中，要想完成这个使命，唯一的目标就是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强健自己

的体魄，做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学习的好学生，将来真正成

为国家的栋梁，为祖国的美好明天，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同时更要感谢市政府的领导们可以给我们的这次机会，

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深体会到了那与众不同的心

动时刻，感受到了那鼓舞人心的振奋。不管我们离祖国的心

脏有多么遥远，但那腔爱国的热血同样是沸腾的，那份爱国

之情同样是真挚的。现在的祖国虽已飞在了世界的前列，但

我们应该让这双腾飞的翅膀变得更强劲有力，这是我们新时

代大学生的责任与义务，让我们共同努力，为祖国的明天而

奋斗。国运昌盛，国旗飘扬，同心协力，看我民族豪迈屹立

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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