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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贺昌中学高二年级 509班 2018年 03月

我的努力求学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是愈来愈

发觉自己的无知。

1、新学期，清理教室、宿舍卫生，领取教材。做好新学期动员工作，以积极

昂扬的姿态迎接新学期的开始。

2、3月 5日，班级组织学生积极开展“学雷锋”

主题活动。赴世纪广场对公交站牌、共享单车等公

共设施进行清理。增进友谊，树立社会责任感，培

养助人为乐的精神品质（右图）。

4、学校表彰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

优异者，本班学生刘涛（左八）、牛丽

霞（左七）、杨佳欣（左六）、李梁凯

（左五）受到表彰。本班一定会以此表

彰为契机，形成“赶学比帮”的良好学

风，推动班级整体工作进步（右图）。

固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行万里路的前提是必须是读万卷书，这样你不仅能更好的对书中

的内容融会贯通，更会发现许多书中不曾提及的无尽“宝藏”。

世界那么大，等你读了一定的书之后，再去看看吧！这将使你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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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根
事迹：

2017 年 3 月，

卢永根教授在夫人

的搀扶下来到银行，

将十多个存折的存

款转入华南农业大

学的账户，卢永根夫

妇一共捐 8809446

元，这是他们毕生的

积蓄，学校用这笔款

设立了教育基金，用

于奖励贫困学生与

优秀青年教师。

卢永根没有将

财产留给唯一的女

儿，他说：“党培养

了我，将个人财产还

给国家，是作最后的

贡献。”卢永根的秘

书赵杏娟说：“钱都

是老两口一点一点

省下来的，对扶贫和

教育，两位老人却格

外慷慨，每年都要捐

钱。”

卢老在病榻上

领到奖杯。

颁奖词：

种得桃李满天下，心

唯大我育青禾。是春

风、是春蚕，更化作

护花的春泥，热爱祖

国，你要把自己燃

烧。稻谷有根深扎在

泥土，你也有根，扎

根在人们心里。

5、召开“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对个别学生、家长进行约谈，增进家校联合，共促

学生发展。

6、强化对学生在校作息时间、自行车摆放、胸卡、两操的规范管理。

8、颁发“高二年级拔河比赛”荣誉证书，我

班学生在拔河比赛中表现突出，以第六名的成绩接

受学校表彰（左图）。

9、积极动员应对本次月考。

7、组织学生观看《一周要闻》，关心社会热点。

3、组织学生开展“年

俗文化大家谈”的主题交

流活动，增进学生对年俗

文化的了解，让过年不再

“没意思”（左图）。

509班 刘丹丹

有一个人一直都想成功，但他做过种种努力之后都失败了，于是就去问父亲。父亲是一位老船

员，他并没有回答儿子的问题，而是意味深长的说：“很早之前，我的船长和我说过一句话，要想

有船来，就必须修建自己的码头。”

儿子听了这话之后沉思良久。

是的，人生有三件事的确不能节省，但非得三选一，我觉得学习最为不能。人最大的睿智便是

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自己最应该做什么。人生像极了一场大雪，而此时的我们已不再是起初的飞扬

美丽，而是泥泞狼藉遍地污浊，这个年纪的我们最需要的是知识，有了它，才能成就人生的高贵与

尊严。

杨绛说：“人生实苦”。这大概就是关于人生最直白的解释，为了摆脱这样的处境，不得不付

出千百倍的努力，而读书可能是其中最直接的有效的方法了。

社会进步了，物质丰富了。国家对人才的需要也越来越大。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念，

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放弃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了，你要懂得拒绝诱惑，你必须使自

己强大，才会有人欣赏并了解你的不同。

不要仰望高山，即便你是一粒尘埃，总有一天，你将超越它。

世上总是充满各种不平等，而唯有学习是最

平等的方式，付出了就会有回报。纵使你是一粒

尘埃，也会变成高山，冲破迷雾，令人夺目。

学习是一个很好的跳板，努力方为人上之人。

那时，你就是一个成功者，拥有了知识，又何愁

没有财富？到那时，旅游、锻炼都极其简单。

正如老船员的儿子，在那之后，他不再四处

尝试，而是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后来他不仅上

了大学而且成为令人羡慕的博士后。现在的他不

再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有不少公司希望他能够加盟，并且待遇好得惊人。

竹叶在月光下姿态婆娑，因为它冲破竹笋；蝴蝶能够翩然起舞，因为它挣脱蛹茧的束缚。

有一种日子叫曾经，有一种岁月叫做艰辛；有一种精神叫做磨炼；有一种方式叫做学习。一个

人生命伟大也好、渺小也罢。都要尽力将自己的能量释放到极限。学习，可以是一支箭，将弓弯到

满月的弧度，一射而出！



不渴望能够一跃千里，只希望每天能够前进一步。

成功包含着黄连与蜂蜜，黄连在成功前吞咽，蜂蜜

在成功后品尝。

事迹：

廖俊波出身普

通家庭，毕业后当

过中学老师、乡镇

干部，其经历的岗

位，都是“背石头

上山”的重活累

活，但他始终把工

作当事业干，乐在

其中。离开政和时，

全县财政总收入翻

了两倍多，连续 3

年进入全省县域经

济发展“十佳”，

实现了贫困县脱胎

换骨的蜕变。

2017年3月18

日傍晚，廖俊波出

差途中因公殉职，

年仅 49 岁。6月 20

日，中共中央追授

他“时代楷模”荣

誉称号。

颁奖词：

人民的樵夫，

不忘初心，上山寻

路，扎实工作，廉

洁奉公。牢记党的

话，温暖群众的心，

春茶记住你的目

光，青山留下你的

足迹。谁把人民扛

在肩上，人民就把

谁装进心里。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尊敬的各位嘉宾：

度过了愉快的寒假，沐浴着还夹着点寒意的春风，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学期。

开学前两天，偶遇一位来校为孩子充饭卡的高二同学家长，短暂的交流中得知孩子是

个手机控，因为手机，父子关系疏离，家庭战争不断，他言谈中的愤慨与叹息能让我深深

感受到一位父亲的无奈与无助，我安慰了他一会儿，并提了一些建议，但送别家长后，内

心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位教育人，我明白这个问题困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孩子，一对父

母，一个家庭。

德国顶尖脑神经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Spitzer近年的力作《数字痴呆化，数字化社会如

何扼杀我们孩子的脑力》让我们看到，这已经成为世界难题。

德国是个教育零门槛的发达国家，手机、网络的普及比中国更早更快，Spitzer 教授在

认真的对比分析后发现：当今德国小学入学新生多动、易暴怒、提笔忘字、做题粗心、记

忆力差、词不达意、协调性差、粘人、孤僻等等问题，都比移动时代之前的孩子有了明显

的增加。

他认为，对智力建设没有帮助的行为包括：电视、电玩、网游、网络依赖。作为一个

著名学者，Spitzer 教授看到的是数字痴呆化对一个人整个人生的影响。他认为沉溺于这些

行为的人在学习阶段表现为各种学习障碍和自我管理问题。到了中年晚年，就会导致失业、

生病、破产、孤独、抑郁甚至早死。

来到九中并慢慢熟悉九中后，我越来越被她吸引，也深以她为傲，公允地讲，九中不

愧是一所不可多得的值得尊敬的学校，之所以令人尊敬，我觉得核心是三句话“学校有梦想，

教师有情怀，学生有思想”。
思想从哪里来？

真正的思想，来自于对学习的严肃思考和不懈努力。

高中生活的真谛就是学习，努力学习就是我们高中生的一种责任。学习忍耐，学会放

弃，学会付出，这不仅是学习的需要，也是人生的一种修炼。尤其在这个“有问题，百度一

下”的年代，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乔布斯靠“百度一下”创造不了苹果，屠呦呦靠“百度一

下”摘不到诺贝尔奖。专注学习、自主自律才是硬道理。

专注学习、自主自律才是硬道理。

真正的思想，来自于撬动整个地球的壮志豪情。

我们 2018届有位同学，一直有个梦想，想走进牛津大

学这所著名学府深造，将来为民族腾飞出份力、为中国富

强做点贡献。目前他正在为梦想而努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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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作为年青一代，你们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本学

期，毕业班的同学就要进入紧张的毕业季，我衷心的希望高三年级的同学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迈入理

想的大学!衷心的祝愿初三年级的优秀学子，争取留在理工附中实验班，再续辉煌！

老师们、同学们，春给了万物生机，正适合播种希望：让我们共同努力，善于发现自己的长处，

常坚持；敏于发现自己的不足，勤改正；精于发现别人的优秀，多学习。求学成长之路，是艰辛之路，

也是伟大之路，既荆棘遍布，也妙趣丛生，毅之所在，圣之所至。2018 年，让我们怀揣希望，扬帆远

航！

509班 杨嘉佳
在这个现代化的、经济繁荣的社会中，无论你做什么，都需要花销。学习需要花销、吃饭需要花

销，甚至普通的生活用电、用水也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是，虽然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还是应该注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花销。

那么，问题来了，省下的钱应该做什么用呢？会有人拿去旅游；也会有思想保守的人攒着给儿女做彩

礼、当嫁妆。当然，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我只是想说，既然节省下来了，为什么不去做一些有意义的

事情呢？去旅游固然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在这种互联网高度发达、“美图秀秀”、“美颜相机”盛

行的年代，绝大多数人去旅游也就是为了拍些照片上传微博、朋友圈的吧？又会有谁真正关注所到之

处的历史文化底蕴呢？

因此，我的建议是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学习。而且“此学”非“彼学”。这种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读

死书、死读书，更是用这笔费用去当地历史文献储存之处借阅历史文献，或者用它购买名著。在拜读

的同时，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并借助自己所处时代的特点，利用互联网与更多有识之士进行深入的

交流，进而对自己所读之书能有更深刻的体会，那样不是更好吗？

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吝啬，唯独对学习不可以。你学到的东西远远要比旅游时吃的特色小吃来的有

用。

充实肚子、充实睡眠永远不如充实自己的大脑。充实肚子，几小时后消化掉了；充实睡眠，几年、

几个月，甚至几天就会忘掉。仅仅是看着那塑封保存的相片又有什么用呢？但是，充实了自己的大脑，

那是谁也偷不去、羡慕不来的。

想一想，你于有识之士彼此之间的交谈、分享或者拜访老前辈以消除疑惑，是仅仅靠着“看看世

界”能带来的吗？

当然，也可以换一种新鲜的学法——让别人学。那么，怎么让别人学呢？那就是把你看过的、领

会了的书籍或者是购买的课本捐献出去。这时候，你的读书笔记就发挥作用了。重要的东西已经记下

来了，该领会的也已经都领会了，你也可以为别人做一点什么了。当然，这样并不是“舍己为人”，

而是“共同进步”。相信自己，相信大家捐献之后，你的收获将不仅仅是一份读书笔记，更多的则是

一份快乐、一份欣慰，一种只靠你看书、整理笔记绝对无法获得的情愫。

卢永根

http://www.lz13.cn/lizhimingyan/3859.html


聪明的人有长的耳朵和短的舌头。
当你还不能对自己说今天学到了什幺东西时，你

就不要去睡觉。

杨科璋

事迹：

2015 年 5 月

30 日 1 点 13 分，

杨科璋在灭火救

援中紧急救出一

名约两岁的孩子，

但因烟雾太大、能

见度低而踩空坠

楼。从五楼坠楼时

杨科璋紧抱孩子，

最终保住了孩子，

但自己却献出了

年仅 27 岁的生

命。

杨科璋入伍

以来共参加灭火

救援战斗 200 多

次，抢救疏散被困

群众 160 多人。

颁奖词：

有速度的青

春，满是激情的生

命，热爱这岗位，

几回回出生入死，

和死神争夺。这一

次，身躯在黑暗中

跌落，但你护住了

怀抱中，最珍爱的

花朵。你在时，如

炽烈的阳光；你离

开，是灿烂的晚

霞。

他的家长告诉我，在家里，聊天、看手机的父母经常受到儿子的批评与教育，为此他是既汗颜

又深为这个儿子骄傲。

真正的思想，来自于一群志同道合者的交流碰撞。

非洲有句谚语：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在避免数字化危害的过程中，一

个积极向上的优秀团队尤其重要。

高中同学的友谊弥足珍贵，但“ 摇一摇、扫一扫”培养不出真正的必有我师的三人行，“真正的

朋友，也绝不是靠一起玩“王者荣耀”“绝地求生”等电脑游戏培养起来的。它是在为了一个伟大的目

标和集体一起前进过程中被认可而形成的”。
当然，真正的思想者还必须能享受孤独，既要灌输热烈的感情，又要拥有坚强的理智，唯其如

此，才能在碎片化的喧嚣世界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

有位社会学家忧心忡忡地说：“我很害怕以后的世界，将会是一个可怕的两极分化的世界。一小

批四肢发达、头脑复杂、家世富有、出身名校的超级精英，像圈养肥猪一样，统治一大群懒惰肥胖，

肢体孱弱，空余时间都沉溺在虚拟世界里空虚度日的麻木御宅族，只要精英们乐意，随时让大家变

炮灰。”
亲爱的同学们，你，愿意被圈养吗？你，甘当炮灰吗？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数字化时代，如果一个人清楚了对自己来说什么是最

重要的，就可以让我们既充分享有数字化世界带给我们的机遇，又免受碎片化带来的风险和危害。

新学期伊始，我殷切地希望你许下美丽的梦想，我更希望，你的梦想不因挫折而停止，不因时

间而褪色，不因手机而破碎。

2018，守护梦想，勇敢飞翔！

谢谢大家！

检察日报

今天我与大家交流的题目为：毅之所在，圣之所至。

达到圣贤之关键是要具有坚强的毅力。"毅"即对一个长远目标的持续热情从而恒久坚持——毅之

所在，圣之所至。

2018 年 2 月 7 日凌晨，马斯克个人私企发射了迄今世界最重的火箭，并且成功回收助推装置，

这个震惊世界的壮举却经历了痛苦的坚持……正在他大儿子因病去世悲痛欲绝时，火箭第一次发射就

爆炸，同时，投资的特斯拉遭遇组装难题近乎破产；第二次尝试发射再次失败；他坚持第三次再来，

但结果不仅发射失败而且还摧毁了搭载的 4 枚卫星。他，马斯克，初心不改，坚定前行，2008 年 9

月，第 4 次发射一举成功；2018 年搭载上他的特斯拉红色跑车飞向火星……毅之所在，圣之所至！

这恰是理工附中人的品质：干的刚毅，枝的进取！

毅之所在，在于坚守。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太阳"，但目标能否实现，关键不是

父母、也不在老师，而是我们自己！德克萨斯州大学有一项世界著名的研究"性格特征对人成功的影

响"，结果是"个人自律"排在了第一位，什么叫自律？自律是尊循法纪，是自我约束，是无需提醒的

自觉！

古人云：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新学期、新征程，让我们吹响"严守规矩"

的号角，树立对规矩的敬畏，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发现最好的自己，做行动守

规矩，心中有力量的理工附中人！

毅之所在，在于追求。我们的愿景：理工附中教育让人信赖，理工附中老师令人尊敬，理工附中

学生使人赞赏。

使人赞赏的标准就是：理工附中的学生要成为人们心目中学生气质形象的标杆！

男生英俊：大气、沉毅、担当；女生淑雅：内秀、友善、

文雅。

无论你在公交车站，还是与其他学校同学一起活动，无

论是走在上学的路上，还是在校园的食堂、操场，特别守规

矩、特别有教养、特别懂感恩的优雅品节总令人投以敬佩的

目光。

著名的一万小时法则告诉我们，平庸与卓越的差别，在于持久的坚守和追求，我由衷地希望英俊

淑雅的气质在同学们身上内化于心，外显于行，成为一生持久的追求。

毅之所在，在于拼搏。就在马斯克成功发射火箭之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就在几个小

时前，美国人成功发射了目前全世界运载能力最强的超级火箭——"猎鹰重型"。在一些媒体看来，这

枚火箭的成功发射已经令人类"登录和殖民火星"的梦想变得越发现实起来，重返月球更是不再话

下......比起这些噱头，真正让我们中国人震惊的是：造出这种火箭的竟然是美国的一家私人企业，

而我们国家距离造出这种量级载荷的火箭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这次在韩国平昌冬奥会上为国争光的武大靖，在夺冠后和他的教练、恩师李琰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们用每一枪都全力拼搏的专注、每一天都刻苦努力的训练，换得这个当之无愧的冠军。

——上海复兴中学 校长 陈永平 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今天这个开学典礼，我给同学们讲些什么呢?春节前我看了一部电

影《无问西东》，感触颇多。

人类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从未停止过。在这些问当中，我们不

仅要“无问”，也要“只问”，还要“更问”。这三者中，“无问”

是勇者；“只问”是智者；“更问”是仁者。我希望复兴的学子，智

仁勇三者兼备，既要有“无问”、也要有“只问”，还要有“更问”。

人生三问问什么

“无问西东”出自清华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在电影中 “无问西东”引申为

一种人生境界，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生不要设限。

同学们，你们还很年轻，在新的时代里有着更加美好的未来，你们可能会进入著名的大学

继续追梦，你们也可能会走进更加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你们还可能会遭遇很多坚硬和无奈的

现实。

北京理工大学附中 校长 任志瑜 在开学典礼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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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问的人，只做了五分种的愚人；耻于发问的人，

终身为愚人。
求学的三个条件是：多观察、多吃苦、多研究。

同学们，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会在复兴的校园里成年，度过十八岁的成人礼。这也意味着你们要从

这里学会独立，学会独自面对人生中那么多的追问。你们在迷惘时，一定要想想进入校园时映入眼帘

的那两个“求真”的校训。

校训墙的背后对求真有着详细的解释。学真知、求真理、做真人，你们只要记得这个“真”，我

想就能够找到本心，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春节前，美国东部时间 2018 年 2 月 6 日，多次推迟发射的“重型猎鹰”号火箭发射成功，完

成一级火箭回收，并将第一辆红色跑车带入太空。“重型猎鹰”的发射成功，之所以取得全世界的瞩

目和振奋，是因为它几乎超越了人类的想象。

长期以来，不少人对马斯克的火星移民、管道高铁、地下隧道等想法嗤之以鼻，甚至称他为骗子。

无数次的不被理解、不间断的质疑，马斯克没有气馁，不惧失败，意志坚若磐石。他一天工作十几个

小时，连续好几年都没有休假；每年飞行 150 次，只为到处聘请人才、处理事务、调研需求；到处接

受访问、演讲，只为宣传自己的造车梦想。

同学们，马斯克的故事还有很多感人的细

节，建议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从他的故事里，

我想我们可以读出成功别无他法，除了坚持，

还是坚持。

你们要记住，你们今天在复兴校园里的每

一个坚持，都是在为你未来的梦想大厦添砖加

瓦。高中学习的确是艰苦的，希望你们能够坚

守自己的初心和梦想，再用家国的责任，和马

斯克式的坚持来砥砺自己，不断前行。同学们，

记得，坚持、坚持、再坚持！

我在朋友圈看过这样一段励志的文句：“ ‘做自己’这个词，人们对它有太多的误读，导致我

一开始就害怕听到青年人兴冲冲的说要做自己，担心反而 ‘误入了歧途’”。作者认为或许从一开

始，你对“自己”的认知就有了偏差——“自己”并不是一个自你出生就存在的东西，而是一件需要

你去不断雕刻的艺术品。

我特别欣赏罗丹的观点：有人问他，雕刻是怎么回事？罗丹说，雕刻就是把一坨石头中间不属于

它的部分给去掉，剩下的其实就是雕塑本身。人生也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从一个虚假的我、想象的

我到内在的我，慢慢地去找到一个真正的我的过程。

这种自我雕刻是非常痛苦的，但也是非常值得的。自我是一个持续的自我塑造的过程。做最好的

自己，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的过程，就是要不断塑造自己，成长、成长、再成长。

最后，我想说的是，同学们，你们不应该满足于庆幸自己生在一个美好的时代，而更应该至诚不

息地去锻造自己伟大的人格，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的进步绽放自己的光芒！

谢谢大家！

但我希望复兴的学子要勇敢，要智慧，你们不要被太多条条框框牵制

了奋斗和前行的力量。这叫“无问”。

什么是“只问”？这可能比较容易回答，譬如这部电影提出“只问自

由、只问深情、只问盛放、只问初心、只问敢勇”，归根结底是“只问初

心”。常言“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慎终如始”。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

在我看来，希望大家在“只问”之外还要能够“更问家国”。因为这

是关于本心、关于理想之后的关于责任、关于担当。人不能仅仅为“小我”

而活着，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总要负起一些家国的责任，进而还可以为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福祉而奋斗。

如《无问西东》里的沈光耀是富家子弟，在国家危难之际，加入空军，最后以极为壮烈的形式牺

牲在抗日战场上。同学们，从沈光耀身上可以看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们出生名门，出身名校，

更有家国担当。我想这就是名门之所以为名门，名校之所以为名校的魂魄所在吧。

我们复兴高中是沪上“八大金刚”的名校，我期待复兴的学子都能够“更问家国”，除了发展好

自我，更要有责任担当。

我们处在最好的时代，我们还将迎来更好的时代。为了家庭、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我们都自觉

应该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不负我们复兴校名蕴含的本心和

梦想！

永远记得追问自己，遵从良知，砥砺前行

谈完了问的内容，我要向大家问一个问题，我们这辈子该向谁来问这些关于人生的终极价值的命

题？

同学们，年少的我们在追梦的过程中有迷茫的时候、难以选择的时候，甚至犯错迷失的时候，这

个时候急需要一盏灯塔照亮前行的路，在转弯处能够指点航向。谁可以成为那盏灯塔？父母？智者？

还是自己？

你们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喜欢一个姑娘，可是她好像喜欢别人了，怎么办？”

“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父母、师长、智者你们都可以问，但是你们会发现，没有真

正意义上完美的答案。因为真正的答案就在你的心里。

所以，就如高一时的你们要选科目、高三时的你们要选志愿一样，周边的长者和朋友可以给你们

很多建议，但是你们一定要学会追问自己，听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问问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喜欢

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人生本就是一道道选择题，我们问父母，问师长，

问智者，问领路的人，不如让过去的自己问问现在的

自己，现在的自己再去问问未来的自己。然后，溯洄

从之，上下求索，遵从本心，砥砺前行。

其实，问了那么多内容，问了那么多人，最重要的

是如何选择，即始终遵循内心良知的声音，矢志成为更

理想的自我，找到实现理想人格的道路。

桑杰曲巴

事迹：

玉麦乡地处

祖国西南边陲，

1964 年至 1996

年的 34 年间，桑

杰曲巴家是这片

土地上仅有的一

户人家。一个爸

爸，两个女儿，

一栋房子，既是

乡政府，也是他

们的家。

父亲桑杰曲

巴常对卓嘎和央

宗说：“如果我

们走了，这块国

土上就没有人

了！”这句话，

两个女儿记了一

辈子。他们知道，

守护土地，就是

守护国家。

颁奖词：

日出高原，

牛满山坡；家在

玉麦，国是中国。

中国是老阿爸手

中缝过的五星红

旗，中国是姐妹

俩脚下离不开的

土地。高原隔不

断深情，冰雪锁

不断春风。河的

源头在北方，心

之所向是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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