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震海说：难怪老弟光风霁月，
胸襟不凡。如此，也不能太亏了
你。今后凡经由河南的漕运事宜，
都交康家襄助办理。你看如何？

康悔文说：蒙大人抬举，小弟
定当尽力。

回到河洛镇，康悔文面见太
爷爷和母亲，一一禀告了事情的始
末。母亲不由额手称幸——为康
家又一次遇难呈祥，也为河洛商户
的转危为安。只是太爷爷的反应
让悔文有些意外，他躺在床上看着
有些得意的重孙子，点点头，又摇
摇头。那神情悔文后来想起，像是
欢喜不尽，又像是忧心忡忡。

六
康悔文从总兵府回来后，河

洛镇的商家天天去瞅兵营里的旗
杆。看那旗杆上那镶着红边的蓝
旗，什么时候能降下来。

总兵大人不是发话了吗，不
是说这“无常鬼”即刻开拔吗，怎
么还不走呢？

后来，镇上的商家托人打听，
才知道这位被人称作“黑无常”的
吴指挥使，的确接到了总兵府要
他三日内开拔的命令。原本，他
跟秋震海是同级，正是因为淮阴

一役，让秋震海升为总兵，成了他
的顶头上司。他心里能不窝气
吗？可是，命令既已下达，他又不
能不遵，可他实在舍不下那三十
万两银子。于是，他干脆来个“蘑
菇战”。先派了一个小队开拔北
山口，大队人马依然按兵不动，找
各种理由拖延不走。

镇上的商户们望眼欲穿，一个
个脖子都望酸了，可那校场上的蓝旗
仍然没有降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眼看十日之限过去了七日，
就剩下最后三天了。兵营那边又
传下话来：凡拖延不交的，将加倍
处罚，严惩不贷！

镇上的商户们又川流不息地
涌到康家来打探消息。周亭兰自
然也很焦急，康悔文看母亲焦虑，
说：娘，我现在就去开封见总兵大
人，再催一催。周亭兰说：那好。
你去吧，快去快回。

康悔文骑快马赶到总兵府
时，秋震海偏偏进京述职去了。
中午，康悔文耐着性子请总兵府
的师爷到“第一楼”吃了顿饭，终
于把实底给探出来了。

这“无常鬼”本就对总兵大人
不服，是故意拖延。可他又十分狡

诈，接到命令后，说是遵令开拔。
却以粮草补给为由，只派出了一个
小队押着粮草先行进驻北山口。
师爷说，往下的事，就是总兵大人
身在府衙，也不好办。除非危急之
时，总兵大人不好再行下令了。

事已至此，康悔文只好匆匆
赶回河洛镇，把情况禀告了母
亲。看来，这“黑无常”不见银子
不会罢休。可一时半会儿，上哪
儿去湊这么大数额的银子呢。

连日与不同人等周旋，诸事
烦心，又无解局的办法。周亭兰
看到儿子的嘴边起了一串燎泡，
神情显出少有的焦躁。她半天没
有说话，尔后，慢声道：你跑了一
天，累了，歇着吧。容我再想想。

这晚，周亭兰几乎整夜合不
上眼。儿子托总兵府下令十日内
撤军的事已传出去了。可现在这

“黑无常”竟然有令不遵，立等这
三十万两银子。该如何是好呢？

想来想去，为了儿子，周亭兰
决定铤而走险。

当晚，周亭兰破天荒地让人
给花家寨送去一个食盒，里边是
一碗做好的霜糖豆腐——这是约
见“断指乔”的信号。她约“断指

乔”夜半在“仙爷庙”见面。
夜半时分，周亭兰独自站在

“仙爷庙”外的荒地。漆黑的夜
空，星河璀璨。她只觉得冷风砭
人肌骨，上下牙止不住地打战。
她不敢想也不愿想，如此冒天下
之大不韪的后果。

寒风中，她站了约有一炷香
的工夫。就在近乎绝望的时候，

她听到了来自远处的马蹄声。
…………
不眠不休的一天一夜过去

了。周亭兰和衣靠在床上，一
时心里满满腾腾，一时又空空
荡荡。突然，一阵鞭炮声炸响，
接着，远处近处的鞭炮声连成
一片……尔后，就听见有人喊道：
老天，官军撤了。真的撤了！

驻扎在河洛镇的官军，匆匆忙
忙地撤走了。校场上空飘扬的镶
蓝旗不见了，只留下空空的旗杆。

镇上的人都知道，这是康家
的功德。是康悔文从总兵大人那
里用两船粮食换来的。

这时，周亭兰缓缓站起身来，
一件一件摘下耳环、头饰，项圈，
慢慢脱去鞋、袜、外衣、裙子，她细
细掩好藕荷色的丝绵被，任眼泪
顺脸颊流淌。

是的，那天夜里，周亭兰约见
了她最不想见的那个人。仙爷庙
前，当马蹄声歇时，她说：你来
了？断指乔松了马缰说：这么多
年了，这是你第一次约我。我能
不来吗？周亭兰踌躇了片刻，说：
按说，我不该来。断指乔说：可你
还是来了。这说明你信我。说

吧。周亭兰突然不知该怎么说
了。她迟迟疑疑地，像是很难开
口。断指乔说：我明白了，是为你
儿子。周亭兰说：也不全是，主要
是河洛镇上千家商户……接下
去，周亭兰急急地把她的意思说
了，她说得很快，那话就像爆豆儿
一样，砰砰砰一下子全倒了出
来。然后，她一下子心静了。她
想，不管他答应不答应，该做的她
已做了，也就不后悔了。听她说
完，断指乔默默地望着她，嘴角上
似还挂着冷笑。断指乔说：你弄
错了吧？你要知道，我可是匪
呀。官家的事情，你怎么求到土
匪头上来了？周亭兰不语。断指
乔说：你要我夜袭北山口，引官军
离开河洛镇。这不是让我引火烧
身吗？况且，夜袭官军，这可是重
罪！一碗霜糖豆腐，有这么大的
人情吗？周亭兰仍不语，她的心
已凉了半截。片刻，她默默地说：
是啊，不过是一碗霜糖豆腐。这
时，断指乔突然说：你曾经说过的
话，还作数吗？周亭兰抬起头来，
望着他。断指乔说：你说，假如有
一天，我的头被人砍了，你会亲手
给我缝上。康家的老老少少，也

会披麻戴孝，给我送葬。这话，可
算数？周亭兰怔了一下。她知
道，这后半句，是他新加的。可
是，此时此刻，她说：我说过的话，
都算数。断指乔说：也好。不过，
这样一来，水就不清亮了。周亭
兰说：这份人情，我替康家，替河
洛镇的人记下了。断指乔说：人
情不人情的，我不在乎。我在乎
的是你信我。好吧，我答应你。
断指乔转身上马要走时，又扭过
脸来说：我还要你做件事。她怔
怔地：你说。断指乔说：三年前，
大雪天你给咱送过五百个馍。你
就再给咱准备五百个大蒸馍吧，
要热乎的。你丑时送到，我寅时
出发。能做到吗？周亭兰徐徐吐
了一口气，说：噢。送到仙爷庙
吗？断指乔说：就仙爷庙。告
辞。说完，他策马绝尘而去。

当母亲的，为了儿子，做了一
件永远不能与外人提及的事。

这一夜，她终于睡着觉了。
（全文完，本报有删节）

从下期起，本报将开始连载
著名作家邵丽的最新长
篇小说《黄河故事》，敬请
读者垂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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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春山如洗春山如洗（（国画国画）） 刘刘 刚刚

日本轰动一时的过劳死漫画终于
成书了！简体中文版正式出版面世。
起初日本设计师汐街可奈在网上发布
了8页漫画，她将自己在企业陷入职
场过劳、患抑郁症、差点寻死的亲身经
历画成漫画，结果引发读者强烈共鸣，
并在网上疯传。推特30万人转发，浏
览人数达3000万，读者称它为“救命
恩人”。读者纷纷留言：“太真实了，让
人想哭”“这根本就是在说我”“我终于
能够辞职了，谢谢”。

这部漫画同时引起社会对“过
劳死”话题的大讨论，英国 BBC、
TBS电视台、《朝日新闻》、《读卖新

闻》、《日经新闻》等媒体争相报道此
事。后来邀请精神科医生结城裕协
助执笔，针对“抑郁症”“过劳”等给
出中肯医学意见，成书后在日本市
场大受欢迎，尤其在年轻读者中影
响巨大。书中从当事人角度展示了
超负荷工作的职场人的身心状态、
为什么明明痛苦到崩溃却无法辞
职、应该如何摆脱过劳状态，句句贴
心，有笑有泪，令人生出勇气。此书
写给经历过劳、正通往过劳之路、被
过劳摧毁身心健康、过劳而不自知
的辛苦工作者们，献给所有忙于工
作的人，你可以多为自己而活。

新书架

♣ 吴乃歆

《虽然痛苦到崩溃，却无法辞职的理由》

三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清晨，推开
窗户，阵阵春风吹进一声声斑鸠的叫
声，声声悦耳，这叫声是那样的熟悉、亲
切和美好，像一句句乡音，带着一腔山
林的空旷与寂静，带着一缕田野的清新
与芬芳，飘落心底，不觉把我的思绪牵
引到童年的乡村。

儿时在乡下，鸟儿虽然不像家禽牲
畜那样是人们家中一员，但是人们的身
边总有许多鸟儿陪伴，它们就好像我们
人类的朋友和邻居一样，与人们朝夕相
伴，和谐共处。

旷野林木，河边、湖畔、塘间的草
窠、苇林、荻丛，麦田稻田，村里村外、房
前屋后的树顶、竹园……就连人家的屋
檐下都能成为它们的栖息之地。

有知道名字的，有叫不上名字的，
早晨天还没亮，叽叽喳喳的鸟声揭开黎
明的序幕，催促人们该起床劳作了。午
后的吟唱是小憩的催眠曲，傍晚归巢的
翅膀托来夕阳，暗示人们该休息了。春
夏秋冬四季的乡村画卷里飘逸着它们
优美的舞姿，回响着它们动听的歌声。

斑鸠就是这众多鸟儿的一种，很普
通也很常见。长得像鸽子，要小一些，
身材灵巧，行动机警。我们家乡常见的
有灰色和酱红色两种，灰色的叫灰斑
鸠，酱红色的叫火斑鸠。

它们天生谨慎，但性情平和优雅。

不像花喜鹊，整天叫喳喳大大咧咧地出
现在人们的面前，也不像黑八哥屡屡旁
若无人地站在牧牛背上。斑鸠总是小
心谨慎，与人保持一定距离。经常在很
近处听到它们婉转悠扬的鸣叫声，却又
看不到它们身在何处，顺声寻找，才会
在树丛、竹林或者是人家后园里的密密
枝叶里，发现它们秀美的身影。有时飞
下树觅食时，虽然小心翼翼，但是不失
姿态从容，低下头啄两下，然后抬头观
察四周，再迈步向前啄食。一旦发现周
围有动静或危险，扑啦一声，迅疾却又
舒展地飞上树梢或融入蓝天。

好像每一只斑鸠都喜欢歌唱，尤
其春天发情时，从野外飞到村中，雄性
擅长用歌声吸引异性，歌声富有激
情。树上、屋顶，草垛，有时竟连高压
线上也能看到它们落脚，站在高处忘
情地发出“咕咕咕咕”的求偶声。歌声
虽简单重复，但质朴自然，发自肺腑，
多半会得到雌斑鸠的回应。从清晨到

傍晚，从黄昏到黎明，无论风和日丽还
是细雨绵绵，树与树，屋顶与屋顶，草
垛与竹林，互相唱和，整个乡村都沉浸
在斑鸠的吟唱里。

叫声中，风柔了，草青了，水绿了，
桃花开了，杏花开了，梨花开了，塘边的
柳条也绿了。在这大好春光中，人们安
排着农事准备下地春耕，它们成双成对
于繁花嫩叶中憧憬着爱情，开始在树上
筑巢生儿育女。斑鸠结成伉俪后不改
一往情深，经常对一段咕咕情歌后，就
会耳鬓厮磨互相亲昵，枝头相亲相爱的
画面不知映入多少人羡慕的眼帘。人
们常说它们是爱情鸟。传说斑鸠夫妻
忠贞不贰，相守一生，如果有一只中途
死去，另一只绝不再婚配。

也有人说起斑鸠的缺点，鸠占鹊巢
就是说辞，那是对它们的误解，其实它
们大多数还是自己建造巢穴，只不过它
们天性不善于营建罢了，简陋的巢平盘
状藏在繁枝密叶里，有些粗枝大叶的形

象，那也是它们的安乐窝。可是遇到恶
劣天气就麻烦了，常在狂风暴雨后，见
到地上打碎的斑鸠蛋或跌落树下羽翼
未丰楚楚可怜的小斑鸠。在大自然面
前它们无能为力，但灾难过后却依然乐
观歌唱，向往美好明天。再建巢穴，又
继续担负起传宗接代的职责。

人们在它们的叫声中生活、劳动、休
息。它们在人们的视线里飞翔、觅食、歌
唱、筑巢、繁衍生息。花开花落、草荣草
枯，时光缓缓、岁月悠悠。

不知从哪一天起，城里开始兴盛吃
野味，斑鸠和各种鸟儿还有各种野生动
物，成了人们的盘中佳肴和腹中美味，许
多鸟儿遭了殃，甚至灭顶之灾。斑鸠也
一度稀少远去，很难再听到它们的歌声。

好在后来人们意识到保护环境维
护生态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家园，国家
一步步出台了许多保护野生动物和鸟
类的举措。一段时间后，生态、环境得
到极大改善，野生动物和鸟类种群得到
恢复。家乡许多乡村也回到以前纯朴
的农耕时代模样甚至更美，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这句话描述的环境成了常态。野
生动物多了，鸟儿多了，斑鸠这美丽的
精灵也多了，咕咕悠扬的叫声又此起彼
伏地回荡在青山碧水绿树翠叶间。

美丽的乡愁触手可及。

诗路放歌

♣ 北方河 周 英

光明颂

♣ 殷雪林

短笛轻吹

家乡的庄稼里，油菜是最性急的，一场
春雨，几缕阳光，他们便不知不觉地在梢头
顶起了束束金黄的花儿。只要几日不见，漫
山遍野全被镀上一层厚实的金黄。春姑娘
是一个多么绝妙的画家，她把大地当作调色
板，用麦子和油菜把土地和山岗一块块地划
开，黄了菜花，绿了麦子。

压畦春露菜花黄。春夜里，一个人静静
地躺在床上，任凭一阵阵清雅的芬芳带着春
露透过窗棂，弥漫在小屋里，淡然缥缈，这样
的月光里，枕着花香入梦，该是多么惬意的
一件事啊！你再不会因为劳作了一天而感
到乏味，心里拥有的是七彩斑斓的遐想。

掩映在菜花地里的村庄，袅袅炊烟总是
流连于院外的花香里，清脆的鸟声总是和家
畜、家禽的叫声和鸣，演奏着春天的圆舞曲，
淡淡的清香里，它们的声音都沾着金黄。

早早放学的孩子丢下书包，在油菜地里
捉迷藏，田埂边、垄沟里都是他们隐蔽的理想
世界。孩子们在菜地里追赶着，叫着，笑着，
菜地都被他们闹翻了。玩够了，玩累了，就躺
在田埂上，掐几截已经断掉的菜薹，剥去皮，
放进嘴里，立即，青青的幽甜沁入心田。

每年菜花飘香的时节，都会有走南闯北
的养蜂人带着自家养的蜜蜂来采蜜，赶潮似
的，从南向北不停地迁徙。不过，村子里的大
人们还是喜欢这些养蜂人的，如若哪年春日
养蜂人没有如期而至，村口便有乡亲张望的
目光。油菜籽丰收，指望着蜂儿多多传粉，当
然喜欢蜜蜂能成群结队到自家的地里采蜜，
也希望能喝到自家地里的蜜，让这样的日子
一直甜到心底。

菜花怒放的日子里，姑娘们的心也随着怒
放起来，她们挎着筐到菜花地里打猪草，也会挖
些野菜，很多时候，村子里的后生们也爱赶热
闹，菜花芳香，含情脉脉的眼神总是传递着爱慕
和喜欢，她们说着、笑着，在田埂上席地而坐，嘴
里含着刚拔掉的青草，或躺或卧，眼睛看着蓝
天，身边是热闹的油菜花，耳畔是嗡嗡的蜂鸣，
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各自编织着自己的梦
想。当然，对于这些情窦初开的年轻人来讲，
淡淡的花香里有对爱情的渴望、对未来的憧
憬，往往，油菜花地成了他们美好姻缘的花地。

压畦春露菜花黄。的确，农田里没有哪
一种庄稼能够像油菜花这样铺天盖地地涂
抹艳丽的金黄，让春天显得如此厚实，如此
幽深。没有哪种花在恣意开放之后，能结出
如此细密的果实，有这么丰富的油水，也只
有油菜花敢如此淋漓地粲然飘落，有甜的
蜜，有花的香，有丰硕的果实。

关山月关山月（（书法书法）） 陈德峻陈德峻

压畦春露菜花黄
♣ 潘新日

人生讲义

梦是不会骗人的
♣ 陈鲁民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问世后，
好评如潮，轰动一时。有个作者请教
陈忠实说，我也很热爱文学，很勤奋，
坚持写了十几年，怎么就写不出好作
品呢？陈忠实微微一笑，说，你有没有
做梦还在写作，有没有睡梦里想到一
个灵感，就赶快爬起来记在纸上，有没
有因为梦见一个情节，早上起来枕头
都哭湿了？那个作者老实回答说没
有。陈忠实说，我有，而且常有，这就
叫“不疯魔，不成活”。一个人爱不爱
好文学，投入多少，梦是不会骗人的。

搞文学创作如此，搞艺术表演也
是如此，要想搞出名堂，做出成就，如
果不是全神贯注，不是倾情投入，不是
痴迷到连做梦都在想这事做这事，是
无法敲开成功大门的。苏联舞蹈演
员乌兰诺娃在回忆录里说：“我不仅在
白天刻苦练习，如痴如醉，而且常在梦
境里跳新的舞蹈，排练新的节目，研究
新的动作，这对我这样一生热爱舞蹈
的演员来说，是很自然的！”正是这样
的痴迷和投入，专心致志，聚精会神，
苦练数年，她成了举世闻名的舞蹈
家。被人们誉为“艺术的灵魂，舞蹈的
女神，诗与音乐的化身。”

相比较而言，科学研究更为严
谨，复杂，精准，也更需要这种对科学
的献身精神和痴迷态度。1869年 2
月，许多科学家都在猜想，当时已经发
现了63种元素，自然界是否存在某种
规律，使元素能够有序地分门别类？
35岁的化学教授门捷列夫也在苦苦思
索着这个问题，茶饭不思，日渐消瘦，还
是没有头绪，不得要领。有一次，他研
究累了，就在疲倦中进入了梦乡。在
梦里他看到一张表，元素们纷纷落在
合适的格子里。醒来后他立刻记下了
这个表的设计理念：元素的性质随原
子序数的递增，呈现有规律的变化。
化学王国的宪法——元素周期律，就
这样诞生于梦中。门捷列夫在他的
表里为未知元素留下了空位，后来，很
快就有新元素来填充，各种性质与他
的预言惊人地吻合。

袁隆平院士的大获成功也与做
梦有关。他年轻时曾做过一个梦：“我
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
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
那么大，我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
乘凉。”为了这个美好的梦，他孜孜矻
矻奋斗了大半辈子，废寝忘食，殚精竭
虑，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九十高龄还在
追梦不已，辛勤耕耘，为提高水稻产量
做出巨大贡献，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
之父”。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如果只
是一般地想想，浅尝辄止的东西，是
不会入梦的；只有极度地痴迷，全身
心地投入，才能达到连做梦都在创
作，做梦都在工作，做梦都在研究的
忘我境界。而如果真干到了“衣带渐
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份
上；痴迷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
河入梦来”这个程度，你就没有理由
不成功，没有理由不佩戴胜利的桂
冠，就会有幸与陈忠实、袁隆平、乌兰
诺娃、门捷列夫们为伍。

清代小说家蒲松龄说得好：“性
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
者技必良。”因为痴迷，才能用心专一、
精益求精，夜以继日，苦心孤诣，继而
才有惊世之作，显赫之功。是故，当我
们抱怨自己没有获得成功女神青睐
时，抱怨造物主对自己不公时，不妨反
躬自问，想一想你有没有过在梦里跳
舞的经历，有没有半夜起来记录写
作灵感，有没有在梦里还琢磨着元
素周期律，有没有为了一个梦奋斗
一辈子……如果没做到这些，你还没
资格说自己有多用功，多投入，多勤奋，
别忘了，天道酬勤，梦是不会骗人的！

ZHENGZHOU DAILY 72021年3月22日 星期一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李汪洋 电话 56568162 E－mail:zzrbzf@163.com 郑 风

春鸠声声

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长河中
有一道光
在上海望志路点亮
她以红色的利刃劈开南湖的
波浪
黑暗中引领着每一个华夏儿女
寻求国运的光明航向

从此 神州大地风起雷动
一代代追梦人 前赴后继 风云
跌宕
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当代中国
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
不朽诗章
她改变了中国 影响了世界
而今 在奔向第二个一百年的
征途中
再次协奏起 十四亿人新时代
的大合唱

（一）
这道光
在旧中国的至暗时刻点亮
它穿越了百年时空
在世纪风雨中孕育着红色梦想

这道光
辉映着南湖的水影波光
照亮了一颗又一颗星辰
让星星之火 燎原万丈

这道光
融入了追求光明的惊涛骇浪
伴随着南昌城密集的枪声
击穿了旧世界黑暗的屏障

这道光
在八角楼彻夜不息的灯火里
思想
用喷溅的热血浸透了
红旗漫卷的八百里井冈

一群追寻光明的人啊
筚路蓝缕 路向何方
举起这道光引燃的火把
踏着星辉 从遵义一路北上

七根火柴微弱的光亮
引领这支队伍走出迷茫
数十万不屈的脊梁
将光明的火种接力远方

这是一部追求光明的英雄史诗
两万五千里河山 以泪抚殇
当春风再次吹过血染的征途
每一朵花儿都在仰天歌唱

带血的秦腔唱着大风歌
把血肉筑在新的长城之上
雪洗百年屈辱啊
挽国家于苦难 救民族于危亡

西风里泪流满面的唢呐
用嘶哑把大决战的号角吹响
华夏五千年文明终于劫后重生
薪火相传 燃起新的希望

当跪着的河山被一段段扶起
重新串起了秦汉的竹简和风尚
历史用大写意的手法
渲染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殿堂

红星照耀中国
古老的民族在疼痛中坚强
钢与铁 铸就她不屈的血性
光与火 照亮她百年的向往

镰刀与斧头锻造的精神图腾
凝聚了千军万马的力量
古老中国厚重的积淀 再次激扬
雄起了九百六十万的山河浩荡

（二）
迎着东方红
雪山草地上的篝火迎接曙光
被这道光引领
华夏儿女阅尽人间苍茫

这道光
在中南海的书房里酝酿
长缨在手 看今朝
宏伟蓝图已了然胸膛

一群白鸽从上甘岭飞过
战地黄花依旧芳香
鲜活的生命
已在蘑菇云的强光中自立自强

这道光
把春天的故事广为传扬
每一棵小草儿 每一朵小花儿
都在和煦的阳光里疯长

回家的路上
七子之歌已不再忧伤
五环圣火传遍长城内外
天佑中华 吉祥安康

蛟龙下海 北斗揽月
壮我军威 世界赞赏
一带一路
重新连起曾经的盛世汉唐

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谱写着不忘初心的力量
汇集人间大爱的担当
托起了千年脱贫的梦想

中国智慧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
案里 自信闪亮
中国道路
在抗疫的实践中无限风光

风云世纪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
只是弹指一挥间
却已人间正道 世事沧桑

世纪风云
在百年沉疴的漫漫求索路上
我们已经期盼得太久
长过大河的九曲衷肠

一部宣言 穿越世纪
见证了一个民族苦难后的辉煌
一个主义 风华正茂
绘出了青春中国最美的模样

兑现世纪承诺
第二个一百年序曲已经奏响
一面旗帜 映红东方
一条道路 百花齐放

从望志路到天安门城楼
这道光 挥写了波澜壮阔的诗行
从天安门城楼遥望星辰大海
这道光 指引了新的方向

世纪宣言 大河长歌
唱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壮美篇章
日出东方 大道其光
让我们向着太阳 再次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