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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代，高山、大海均是“神仙”居
住的地方。位于亚欧大陆交界处的帕米
尔高原，就是许多神话故事的发源地，也
是东西方古代文明交流的重要区域。

帕米尔古称“葱岭”，2000 多年以
来，从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
师法显和尚南越葱岭一路远行，到唐代
名僧玄奘取经成功东归行经于此；从佛
经汉译创始人、安西国王子安世高越过
葱岭东行传法，到穿越葱岭转战中亚，战
绩赫赫的中国对外战争史上杰出大将高
仙芝……高远难至艰险异常的帕米尔高
原，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边境安全都产生
过巨大影响，对中国近现代疆域的形成
也是功不可没。

时光流转，千年已逝。现如今，行经、
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仍然是一件艰难而
又辛苦的事情，如果没有一种信仰的支
撑，人是很难在这里生存下去的。稀薄的
空气、连绵数百公里海拔 77000000 米以上的
山脉、冰原覆盖的巨大雪山、匮乏的物质
资源、难得的绿色和生灵，都让这片广袤
的区域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纵容人的欲
望。留驻于此的人们，必须培养克制与豪
迈的心态，才能蔑视物欲，正视现实，尊
重自然，修行自我。

帕米尔——— 山结之地

从西域古城喀什出发，过城越镇穿
村，六七十公里之后即进入山地，帕米尔
高原古道呈现眼前。驱车一路前行，高原
风光次第展开，帕米尔的魅力就在于其
丰富与壮阔，过了一山还有一山，行经一
湖还有一湖，每一块石头都会讲述一个
丝绸之路上先民的故事，每一座雪山都
让人相看无厌。这是一个去了无数遍却
让人次次有新意的地方。

“帕米尔”据称是波斯语，意为“世界
屋脊”。我国塔吉克人认为帕米尔是“最
高的地方”，水从这里向世界的四方流
去，所以“帕米尔”又有了万山之宗、万水
之源的寓意。帕米尔的地理地貌极为独
特，平均海拔都在 4000 米以上。青藏高
原北部边缘的昆仑山脉、南部边缘的喜
马拉雅山脉，还有沿东西走向横贯高原
的冈底斯、唐古拉、喀喇昆仑等山脉在此
聚拢，就像几条带子被扎成一个结，这在
地质学上被称为“帕米尔山结”。五大山
脉交汇于此，形成了特殊的气候环境，生
态系统也有别于其他区域，孕育了丰富
的高原生物多样性。

我国历史上将“帕米尔”称为不周
山。《淮南子·天文训》就对不周山之“不
周”作了神奇的描述：“昔共工与颛顼为
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
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
故水潦尘埃归焉。”到了汉代，人们称帕
米尔高原为“葱岭”，《汉书·西域》里记载
有：出阳关，逾若羌，乃葱岭。为何叫“葱
岭”呢？史书上又做了有趣的解释：“周山
中遍生野葱而名”。“葱岭”这个名字就从
汉代一直使用到唐代。

入得山来，一路沿山间峡谷盘桓而
上，层峦叠嶂、冰川耸立、湖泊纵横、河流
湍急。迷人的白沙山，如同仙境的公格尔

九别峰和喀拉库勒湖，体量巨大的“冰川
之父”慕士塔格峰就分布在帕米尔高原
上。亚洲大陆上的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
山、昆仑山、天山和兴都库什山脉都以帕
米尔为根，伸向四面八方，整个区域雄伟
壮丽、高深莫测、令人神往而又难以涉
足。

“帕米尔”一词，最早还是出现在 7

世纪我国佛教高僧玄奘的取经旅行记
中，他东归时翻过这片高原，把它叫作
“波谜罗”。此后 660000 年，意大利旅行家马
可·波罗称它为“帕米厄尔”，并在《马可·
波罗游记》中这样描述它：这片平原上栖
息着数不清的动物，尤其绵羊最多……
沿着帕米尔高原骑行 12 天，一路上十分
荒凉，渺无人烟——— 轻易看不见飞鸟在
高山上空盘旋，因为大山顶上空气稀薄，
气候寒冽。到了清代，帕米尔高原之名已
被广泛称呼，当时清政府领有“八帕”之
地，地域十分辽阔。

在这片高原上还聚居生活着几万我
国土生土长的白种人——— 塔吉克族，他
们自称是“太阳之子”。2013 年，中科院考
古专家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以
下简称塔县)提孜那甫乡曲曼村的黑白
石条古墓葬遗址进行考古挖掘，证实这
里是亚欧大陆迄今发现最早的拜火教文
化遗迹，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拜火教这
个世界性最古老的宗教很可能就起源于
帕米尔地区。领衔的考古学家巫新华认
为，遗址所在的帕米尔区域有“世界古代
文明的十字路口”之称，类似的拜火教文
化遗迹在亚欧大陆其他区域尚无发现，
此墓葬群具有唯一性。这也间接佐证了
世代居于帕米尔这个离太阳最近的高原
的塔吉克人，对太阳与火的热爱，这在半
年都需烧火取暖的塔县，无疑是重要的
选择。

塔县县城地处帕米尔高原西部，距
喀什市近 300公里，与巴基斯坦、阿富汗
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接壤，有“鸡鸣三国”

的美誉，境内有中塔卡拉苏口岸和中巴
红其拉甫口岸，是新疆东联西出、西进东
销的主要国际通道。所谓“一县邻三国，
两口通两亚”，说的就是这里。从喀什通
往巴基斯坦长达 1000 多公里的中巴喀
喇昆仑国际公路，也从塔县穿城而过，大
部分路段都在数千米的雪域高原上。

汉唐时期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
路”，就是通过帕米尔高原向西北延伸，
直达大月氏、康居、安息及黑海之滨。可
以说，是帕米尔的丝绸之路把古代的中
原与古印度、波斯、中亚、小亚细亚等地
联系在一起。如今的帕米尔高原上，还留
存着许多昔日丝绸之路繁华时的遗址、
驿站。塔什库尔干也是闻名中外的历史
古城，古人建造的高大的石头城堡如今
仍然耸立在金草滩边的山冈上。这里曾
出现过早期取经传法者法显和玄奘的身
影，也留下过旅行家马可·波罗、斯文·赫
定的足迹，清晰可见的断壁残垣，在落日
的光影里忽明忽暗，令人浮想联翩。

“人的肚脐在肚皮上，世界的肚脐在
帕米尔。”这是塔吉克人的谚语。帕米尔
高原，这片贫瘠的高原、其上的人与生
活，一直是我心灵的净化剂，也是我永恒
的灵感源泉。可以说，在高原的时候，我
的灵魂放弃了选择，我感觉自己消失了，
成为碧蓝天空中的一片云朵。高原就是
一面纯洁的镜子，高原更是一个象征，象
征着潜藏于我们内心的一种深刻的逃离
欲望：是简单想要逃离复杂，个体渴求群
体、精神妄图逃离肉体的欲望。

边疆，有时候就是中心

地理学上，通常将 600-1500 米高
度称为低海拔、1500-3500 米高度称为
中海拔、3600 米以上高度称为高海拔。
高海拔区域往往也是无人区，人迹罕至，
气候多变，植被缺乏，水源稀少。车辆在
这些区域会损失约 1/4 的运载能力，耗
油量却增大 75% 。整个帕米尔高原几乎
都处在高海拔区域内。恶劣的自然环境、
贫瘠的物产，让生活和工作在这里，成为
一种坚韧与奉献。

如今在我国版图上仅存“两帕”之地
的帕米尔高原，位于边境大区新疆的西
南角。20 年来，我曾近百次踏访这片高
原。多民族，多宗教，与多个国家接壤的
高原上，除了几万塔吉克、柯尔克孜族边
民外，边防军人和警察就是这里最可爱
的人，也是我国西北边境稳定的中流砥
柱。他们离别父母妻儿，常年坚守风雪高
原，用健康和生命换来了人民幸福和国
家安定。可以说，边防将士的生命重于雪

山。
有首小诗这样写道：在在西西北北边边陲陲

的的雪雪域域云云端端//在在帕帕米米尔尔的的万万仞仞冰冰峰峰间间//
远远离离城城市市喧喧嚣嚣//分分别别故故土土亲亲人人//他他们们嚼嚼
碎碎孤孤独独与与寂寂寞寞//忍忍受受荒荒凉凉和和思思念念

其实，有时候，边疆，就是中心。边
境前沿，因着边防人的坚守，就成为全
国人民稳固的大后方。试想一下，如果
有一天，当“边防”不再成为受人关注
的话语后，这个词可能就会被我们正
常的生活“边缘化”。随着时间流逝慢
慢被人们淡忘的，还有长久以来人们
对边关的热爱和关注。一旦“边防”被
边缘化后，我们的辽阔边疆，就是遥远
的冷清的边关了。

历尽艰辛来到海拔 5100 米祖国
版图最西端的红其拉甫口岸，这里连
接着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陆路边
境。高海拔和常年积雪，使得这里的空
气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大雪封山
一年有时长达 8 个月之久。红其拉甫
边防连和武警新疆边防总队红其拉甫
边防检查站的战士们就常年驻守在这
里。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雪域孤
岛”“西部天门”的红其拉甫，迎来了贸
易和人员往来的高峰，通关量比往年
同期增加了 10%。在这里，边防官兵
们既要守边，还承担着缉枪缉毒、打击
走私偷渡和内潜外逃等违法犯罪活
动。

阿合拉斯·阿迪力汗是红其拉甫
边防连唯一一名哈萨克族战士。学外
语专业的他，还懂得当地好几个民族
的语言。两个月前，记者来这里采访时
就见过他，这次来，感觉他比上次显得
黑了，声音嘶哑着，脸上还有些浮肿。
当兵 99 年来，一直在边防一线的他，家
在离此 2000公里的新疆昌吉市。“这
里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口岸，在这里
躺着都是一种奉献。但只要祖国需要，
我宁愿在这里待一辈子。我们虽然走
不上阅兵的队伍，但是我们在国门执
勤站哨，我感觉也是一种荣誉，挺高的
一种荣誉。”

这些年纪大多 20 出头的年轻战
士们，长期在高原上坚守着，他们皮肤

黝黑，嘴唇乌青还裂着口子，指甲凹
陷，在很多人眼中，他们一点也不美。
但军人的颜值在于吃苦奉献、保家卫
国；军人的颜值在于英勇顽强、能打胜
仗；军人的颜值更在于逢敌亮剑、亮剑
必胜。正如战士们所说的，在高原站
哨，缺氧不缺爱，伤身不伤心。

其实，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和平年
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想象一下，当一批批还还有些稚嫩的士
兵走向军营的时候，当战争的残酷被
“娱乐化包装”的时候，当利益与享乐
受到社会更多追捧并影响到军队的时
候，谁来给士兵们刻苦练兵的动力？谁
来锤炼士兵们敢于拼杀的强悍作风？
谁来让士兵在现代战争中如狼似虎？！

2000 年时光穿梭如影如箭，多少
英雄事化作沙土尘埃。丝绸之路也不
仅仅是一条连接东西方的贸易道路，
从长安到地中海，全长 7000 多公里的
古丝绸之路，有 5000 多公里在新疆境
内。而地处我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
便是其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古丝路
中道、南道与现在的“中巴经济走廊”
都必经此地，方能实现与西亚、南亚及
欧洲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帕米尔高原，每一个牧民就是
一个“哨兵”，每一个牧民家庭就是一
个“哨所”，放牧就是巡逻，因此塔吉克
民族又被誉为“戍边民族”。每年四五
月份，他们便赶着牛羊转场来到高山
上的夏牧场放牧，住在临时搭建的毡
房或石头房子里，度过夏秋两季，过着
边放牧边守边的游牧生活，直至冬季
大雪封山。游牧与守边，就是生活在帕
米尔高原上的牧民们，一生最重要的
使命。

而与此同时，贫困却如影相随。记
者曾多次深入到塔县多个乡村采访调
研，包括塔吉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
多个民族在内的 4 . 1 万居民，沿着漫
长的 888 . 5 公里边境线，生活在 2 . 5
万平方公里的雪域高原上，自然环境
和生存条件都非常严酷，生态环境也
十分脆弱，大风、雪崩、洪水、泥石流、
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今年 5月
发生的高原地震，顷刻间就夺走了 8
条鲜活的生命。

固边不忘扶贫，不能让边民“边缘
化”，作为全国唯一的塔吉克民族集中
居住的高原、高寒、边境、人口较少民
族自治县，如何让塔吉克族边民在守
边固边的同时，切实改变贫困落后的
面貌，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任重而
道远。

在塔县采访期间，记者被提孜那
甫乡栏杆村已成规模化的特色“牧家
乐”所吸引，这些高原民族特色浓郁的
毡房、塔吉克族民俗风情与美食，让人
新奇、难忘之余又流连忘返。

毗邻县城的栏杆村村民们，看中
了伴随“一带一路”战略而日益兴起的
边境旅游商机，利用重要节庆日和旅
游旺季经营塔吉克族特色“牧家
乐”，不但为近百人提供了就业机
会，还在 5 个多月的旅游旺季里，每
个“牧家乐”毡房纯收入都达到几万
元。其中 80 后塔吉克族青年阿米尔
夏在全县率先开始经营“牧家乐”生
意，他凭借自己出色的加工制作塔吉
克民族特色美食的手艺，第一年就赚
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5 万元。在他
的影响和带动下，不少贫困牧民来到
“牧家乐”打工，乡里也在原有的 20 多
座“牧家乐”毡房的基础上，争取到
了财政扶贫资金 20 万元来完善旅游
配套设施，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和就
业渠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
红，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
的友谊和爱情……”悠扬的歌声远远飘
来，《冰山上的来客》绵延不绝。千百年
前，漫漫古丝路自长安西进，求知僧侣、
逐利商贾在悠远的驼铃声中将沿途城
邦串成一线，东西自此贯通；千百年后，
中国推进惠及沿线诸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重塑全球经济版图，泽遗百代的
古丝路重现荣光。而世代守候在边境一
线的各族牧民们，也用自己朴素的“家
国情怀”，见证着历史的进程。

万山之宗 万水之源

神秘帕米尔

朱平

每一次黎先生回绍兴，安昌古镇他
是必定要去的。

黎先生说，空气中是醇厚的酱香，嘴
里是清新的鲜香与咸香，加上黄酒的微
甜绵柔，那是家乡才有的味道。

黎先生是美籍华人，23 岁离开绍兴
后，辗转北美各地，如今叶落归根，虽然
定居在国内其他城市，但几乎每半年都
会回绍兴。而每一次回家乡，安昌古镇是
必到之处。

我和黎先生同乡，虽然我们不是安
昌人，但我能理解为什么黎先生一定要
在安昌才一解乡愁。

安昌古镇有着最原汁原味绍兴人的生
活状态，几乎融合了江南水乡所有的元素。

三里长的依河街市，不必说青石板
铺就的路面，古朴别致的骑楼檐廊；也不
必说沿街林立的店铺口，老杉木的门板

被岁月斑驳的枣红色油漆，千姿百态的
石拱桥下，乌篷船晃晃悠悠摇曳在蜿蜒
的街河上；更不必说一排排腊肠、鱼干、
酱鸭……沿河岸连绵不断层叠铺展，在
阳光下透着油润澄亮的琥珀色，各式的
手艺店，箍桶的、打铁的、做锡的、弹棉花
的……来往的人群里不时传来软糯的绍
兴方言那么亲切。单是你一踏入古镇，那
空气中细腻绵长的酱香扑面而来，便能
刺激你每一个触觉，唤醒记忆中沉睡的
家乡往事。若是遇到节假日，串腊肠、扯
白糖、裹粽子、捏泥人，甚至祝福、社戏、
船上迎亲、手工酿酒，所有的民俗风情次
第展开，那三里街市分明就是一幅活态
的江南人文历史长卷。

我曾去过古镇许多次，早晨，或者傍
晚，热闹的时候，冷清的时候，在老街上
漫无目的地闲逛，目光所及，都是童年记
忆，那种亲切与平和，真实而温暖。

我想黎先生喜欢的应该就是这种真

实与温暖。也许不过是淡烟色的清晨，早
餐摊上热气腾腾的包子和一碗豆浆两根
油条、路边刚出炉的烧饼飘着的葱香，或
者是隔壁老茶馆传来细碎的嘈杂声、偶
遇爆大米花那一声长长的喊声“响哉”，围
观的孩子们捂着耳朵瞬间远远跑开……

就是这样的市井气息让他记忆中的
家乡无法复制，而他对酱香的热爱更是
我们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无法想象
的。他说，在国外那么久，最想念的就是
这个味道，那是妈妈的味道。

黎先生每次回绍兴看望妈妈，都会给
我发他们的照片，也会给我看他妹妹做的
绍兴菜。他说，虽然是他的妹妹，但妹妹总
像姐姐那样管着他，而他也很乐意，因为
妹妹总能把每个菜烧出妈妈的味道。

他最爱冻扎肉。爱扎肉的肥而不腻，
爱扎肉冻的顺滑绵密。用料一定是五花
肉，切条，用竹箬壳扎紧，加茴香、桂皮、
葱，再加酱油、黄酒、少许糖，烧开后用小

火煨，收汁至稠，冷却后放冰箱，肉汤
成冻。

我也很喜欢冻扎肉，但我最喜欢
的是“冻”。没想到黎先生对“冻”的研
究更为透彻，他说“冻”要红亮，但不能
红得清亮，必须要有一些“浑浊”的状
态。浓稠的汤汁里混合了胶原蛋白，并
点缀细细的肉碎末，那种红是亚光的
红，质感上更浓郁醇厚。

夹一块冻扎肉放入口中，“冻”是
入口即化、“肉”酥而不碎，细嚼慢咽，
唇齿间还有竹箬壳的清香，真让人回
味无穷，久不能忘。

黎先生说，在北美的时候，他曾多
次不惜人力、财力想试图复制家乡的
冻扎肉。用了超市里最好的猪肉，运去
了正宗的绍兴茴香、桂皮，甚至还带去
了老家的竹箬壳，但总觉得少了那种
味道。直到有一天看到安昌古镇出现
在《舌尖上的中国》，黎先生才茅塞顿

开，所有的费尽心思都只败在没有用
绍兴的酱油。

绍兴向来以“三缸”著称，酒缸、酱
缸、染缸。其中“酱缸”最为悠久，有“天
下酱业无人不说绍，九州之内司厨鲜
有不知绍兴者”之说。《舌尖上的中国》
里拍摄的仁昌酱园，便坐落在安昌古
镇的东市口。

“酱园里，露天的空场排列着几百
只硕大的酱缸。”镜头由远及近，传统
古朴的气息从屏幕里溢出。“酱料黏
稠、厚重，需要人力定时地上下翻动，
酱缸内的发酵才会均匀。在这些酱缸
里，微生物的世界，此消彼长，互相制
约。”黎先生震撼于家乡传统酿造酱油
的魅力，也对那些微生物充满敬畏。

酱，的确是绍兴人餐桌上味道的
基础。古镇上挂着的一排排酱鸭、鱼
干、腊肠、酱肉……无一不受着微生物
的催化作用。

酱如隐者，却无处不在。从酒作
(黄酒)，到酱作(酱油、面酱、酱菜)，再
到水作(红腐乳、白腐乳)、醋作(玫瑰
米醋)，以及绍兴特有的“霉菜”(霉干
菜、霉千张、霉毛豆)……绍兴的酱文化
早已默默地渗入了绍兴人的血液。

酱香里的乡愁

稀薄的空气 、连绵
数百公里海拔 7000 米
以上的山脉 、冰原覆盖
的巨大雪山 、匮乏的物
质资源 、难得的绿色和
生灵，都让这片广袤的
区域没有多余的空间可
以纵容人的欲望

在高原的时候，我
的灵魂放弃了选择，我
感觉自己消失了，成为
碧蓝天空中的一片云
朵……

▲石头城遗址。 摄摄影影：：李李晓晓玲玲

闵闵凡凡路路

若若论论当当代代世世
界界 孰孰 为为 头头 等等 大大
事事，，则则非非中中国国崛崛
起起莫莫属属。。然然各各国国
面面对对巨巨龙龙腾腾飞飞，，
怀怀不不同同心心态态，，作作
不不同同解解读读。。或或疑疑
惑惑 、、担担心心 ，，或或惊惊
叹叹、、钦钦慕慕。。是是耶耶非非
耶耶？？忧忧乎乎喜喜乎乎？？吾吾
生生于于斯斯，，长长于于斯斯，，
亲亲历历目目睹睹，，体体察察
心心悟悟，，为为祖祖国国今今
日日之之强强盛盛而而欢欢欣欣
鼓鼓舞舞，，谨谨作作《《中中华华
复复兴兴赋赋》》。。

人人间间万万象象，，
演演绎绎悲悲欢欢祸祸福福 ；；
环环球球诸诸邦邦，，代代有有
荣荣辱辱沉沉浮浮。。长长河河
落落日日，，青青山山焕焕彩彩；；
沧沧桑桑多多变变，，景景象象
异异殊殊。。看看兴兴衰衰，，识识
今今古古。。巴巴比比伦伦、、古古
罗罗马马，，辉辉煌煌成成梦梦
幻幻 ；；““不不落落””旗旗 ，，
““两两牙牙””船船，，威威赫赫
化化呜呜呼呼((注注 11 )) 。。
及及至至东东西西列列强强 、、
新新老老霸霸主主，，亦亦难难
逃逃由由盛盛而而衰衰之之翻翻
覆覆。。

且且看看华华夏夏千千
载载，，生生生生不不息息；；英英

杰杰百百代代，，济济济济辈辈出出。。五五千千年年文文明明，，何何等等
璀璀璨璨史史册册？？百百万万里里江江山山，，岂岂止止锦锦绣绣画画
图图！！然然三三座座大大山山，，阻阻隔隔远远行行之之道道路路；；百百
年年噩噩梦梦，，缠缠绕绕沉沉疴疴之之病病夫夫。。屡屡受受列列强强欺欺
侮侮，，悲悲芸芸芸芸黎黎庶庶；；曾曾遭遭八八魔魔劫劫掠掠，，哀哀堂堂
堂堂帝帝都都。。痛痛哉哉，，关关东东山山河河，，太太阳阳旗旗下下呻呻
吟吟；；金金陵陵百百姓姓，，日日寇寇刀刀下下惨惨屠屠。。国国逢逢乱乱
时时，，城城乡乡凋凋敝敝叹叹生生计计；；民民羁羁厄厄运运，，父父老老
困困顿顿哭哭穷穷途途。。汉汉唐唐无无语语，，雄雄风风怎怎成成过过
往往？？康康乾乾有有憾憾，，鸿鸿业业从从此此虚虚无无？？叩叩问问故故
国国大大地地，，何何日日重重兴兴？？呼呼唤唤沉沉睡睡雄雄狮狮，，几几
时时张张眸眸？？

站站起起来来，，豺豺狼狼岂岂可可当当道道；；强强起起来来，，
中中国国绝绝不不服服输输！！救救亡亡图图存存，，慷慷慨慨军军民民杀杀
敌敌报报国国；；改改天天换换地地，，英英雄雄儿儿女女后后继继前前
仆仆。。嘉嘉兴兴举举旗旗，，井井冈冈会会师师，，陕陕北北展展翼翼，，中中
原原伏伏虎虎！！风风暴暴起起处处，，旧旧世世界界落落花花流流水水；；
凯凯歌歌声声中中，，新新中中国国蒂蒂落落瓜瓜熟熟。。历历史史有有情情
旧旧章章去去，，东东方方既既白白红红日日出出！！

今今日日世世界界，，崛崛起起中中华华民民族族！！从从饥饥饿饿
走走向向温温饱饱，，从从贫贫困困走走向向富富足足。。付付千千般般辛辛
劳劳，，易易数数十十寒寒暑暑。。改改革革攻攻坚坚，，政政策策帮帮扶扶。。

一一天天天天，，一一步步步步，，终终迎迎来来，，十十几几亿亿人人民民
脱脱掉掉贫贫穷穷帽帽，，五五十十六六民民族族踏踏上上富富强强途途！！
何何其其壮壮也也！！举举世世叹叹服服。。

尔尔今今，，深深化化改改革革之之船船，，正正千千帆帆竞竞
发发；；全全面面开开放放之之举举，，引引万万国国瞩瞩目目。。浦浦东东
传传奇奇，，就就是是中中国国传传奇奇；；深深圳圳速速度度，，就就是是
中中国国速速度度！！经经济济总总量量，，跃跃居居世世界界亚亚军军
榜榜；；空空间间技技术术，，跻跻身身强强国国俱俱乐乐部部。。迢迢遥遥
太太空空，，穿穿行行汉汉家家““神神舟舟””；；浩浩茫茫海海域域，，驰驰
骋骋国国产产航航母母。。中中国国高高铁铁，，国国内内成成网网，，又又
铺铺向向东东欧欧平平原原、、非非洲洲大大陆陆，，北北邻邻广广袤袤腹腹
地地，，南南国国丛丛林林深深处处。。中中国国科科技技，，正正弯弯道道
超超车车；；中中国国制制造造，，拥拥全全球球用用户户。。亚亚投投行行
开开业业，，赢赢得得八八十十国国参参股股；；人人民民币币入入篮篮，，
撬撬动动金金融融版版改改图图((注注 22))。。海海外外媒媒体体，，也也
言言““共共建建共共享享””；；首首脑脑峰峰会会，，共共谋谋““一一带带
一一路路””。。伟伟哉哉宏宏略略，，为为生生民民立立命命，，为为天天下下
造造福福，，更更彰彰显显中中华华智智慧慧，，世世界界情情怀怀，，大大
国国担担当当，，仁仁者者气气度度！！

春春拂拂神神州州，，绿绿染染千千行行百百业业；；日日耀耀五五
星星，，旗旗飘飘四四海海五五湖湖。。卫卫家家国国，，将将士士有有担担
当当；；保保疆疆土土，，男男儿儿不不畏畏虎虎。。海海岛岛再再远远，，自自
有有王王师师戍戍守守；；卧卧榻榻之之侧侧，，岂岂容容异异客客潜潜
伏伏！！主主权权事事大大，，犯犯者者当当讨讨当当诛诛。。

““人人民民对对美美好好生生活活的的向向往往，，就就是是我我
们们的的奋奋斗斗目目标标。。””习习近近平平语语平平意意重重，，情情
深深志志笃笃。。中中国国梦梦、、复复兴兴梦梦，，百百年年梦梦想想化化
宏宏图图；；民民族族魂魂、、英英雄雄魂魂，，万万代代魂魂魄魄蕴蕴风风
骨骨。。瞻瞻望望前前路路，，鲜鲜花花与与荆荆棘棘并并长长，，浊浊流流
同同清清风风共共舞舞。。中中华华儿儿女女，，不不忘忘初初心心，，保保
国国家家发发展展之之树树长长青青；；矢矢志志合合力力，，护护世世界界
和和平平之之基基永永固固。。若若圣圣哲哲先先烈烈在在天天有有知知，，
亦亦当当赋赋诗诗激激赏赏，，举举杯杯庆庆祝祝。。长长城城万万里里，，
雄雄风风依依在在；；伟伟业业千千秋秋，，青青史史当当书书！！

注注 11 ：：““不不落落””旗旗，，指指 1199 、、2200 世世纪纪
大大英英帝帝国国向向亚亚非非以以及及美美洲洲扩扩张张，，号号称称
““日日不不落落王王国国””。。““两两牙牙””船船，，指指 1166 、、1177 世世
纪纪西西班班牙牙、、葡葡萄萄牙牙两两个个海海上上强强国国殖殖民民
亚亚非非拉拉美美，，曾曾盛盛极极一一时时。。

注注 22：：人人民民币币入入篮篮，，指指 22001155 年年 1100
月月，，人人民民币币获获得得国国际际货货币币基基金金组组织织特特
别别提提款款权权地地位位。。在在特特别别提提款款权权““篮篮子子””

里里，，原原来来只只有有美美元元、、英英镑镑、、欧欧元元、、日日元元，，
人人民民币币入入篮篮，，成成为为第第五五种种重重要要国国际际货货
币币。。

作作者者附附言言：：酝酝酿酿年年余余，，几几度度起起笔笔搁搁
笔笔，，数数易易其其稿稿，，终终在在今今夏夏完完成成《《中中华华复复
兴兴赋赋》》。。如如此此宏宏大大主主题题，，千千字字难难书书也也。。至至
此此，，我我的的《《世世界界和和平平赋赋》》《《中中华华复复兴兴赋赋》》

《《为为人人民民服服务务赋赋》》，，三三合合一一组组时时代代风风云云
录录，，作作为为我我写写给给和和平平发发展展大大时时代代的的歌歌，，
献献给给中中华华复复兴兴大大时时代代的的赋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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