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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国圣、屠国玺、成欣

夏末秋初对于秦巴山区深处的甘肃省陇南
市来说，是干部群众最忙碌的时候。藏在大山
里，交通不便的礼县龙林镇也不例外。

花椒已经红了，核桃也要上市了。尽管有时
候天还会下雨，但龙林镇的许多干部都忙着走
村入户，来到田间地头。

在龙林镇，干部群众说，他们总是会想到一
个人，一个在扶贫路上敢死拼命的人，一个将生
命定格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人。他的名字叫秦
彦军，是龙林镇原党委书记，今年年初他因突发
疾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 42 岁。

“因救灾耽误了最好的治疗机会”

龙林镇这两天总不见晴，傍晚和夜间，常下
起小雨。龙林镇的女党委书记王勤时常在深夜
里迷糊地听到哗啦的雨声，雨势渐大时，还伴着
雨水响起一阵呜呜的闷雷，许多记忆也就会在
此刻“放映”出来……

她到龙林镇当镇长已经 4 年了，和她几乎
同时来这个乡镇搭班工作的党委书记秦彦军比
她小一岁。这个书记不抽烟也不喝酒，因为他查
出高血压已有好几年，时常有胸闷气短、心脏疼
痛、耳鸣出血等症状，但因公务繁忙，他一拖再
拖，没有及时入院检查治疗。

2017 年 8月 7 日，龙林镇遭受一场罕见的
暴雨。灾情最重的万家村短时降雨量达到 210
毫米。记者来到龙林镇的这几天，阴雨连绵。王
勤告诉记者：“去年 8月 7 日的雨，不知道要比
现在大多少倍。当时全镇道路冲毁、农田被淹、
群众房屋严重受损，防汛抢险形势非常严峻。”

而那时，秦彦军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刚刚预
约好专家打算治疗。王勤犹豫了。她不知道该不
该把这一消息告诉秦彦军，因为她知道，这次秦
书记去北京治疗的机会是经过镇上干部多次劝
说，利用轮休假期才换来的。

然而就在王勤犹豫之际，陇南市自然灾害
监测预警指挥系统给镇上干部发布了灾害预警
信息，秦彦军也在短信上看到了龙林镇受暴洪
重创的消息。

“灾情就是命令！”一阵匆忙的对话过后，秦
彦军放弃了治疗机会，连夜购买车票返程。

在从北京返程赶往礼县的路上，他一直在
给王勤打电话委托工作，口中仍念叨着一定要
让全镇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的话语。

坐火车、换汽车，连夜到县城后，秦彦军
并没有回家，而是连夜赶到了镇上。第二天早
上，秦彦军步行去万家村、蒲沟村、榆坪村查
看灾情。他很快调集了 20 多台挖掘机、装载
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发动全镇 105 名干部职
工，发动群众全力以赴投入抢险救灾。

经过连续一周夜以继日的抢险，全镇 28
村的通村道路全部打通，灾区群众的生活很
快恢复了正常。这次突破历史极值的降雨由
于预警及时，处置得当，没有一人伤亡。

王勤回忆，在抢修过程中，秦彦军总是用
手捂着隐隐作痛的胸部。“大家都让他回去休
息，但他却说，如因自己的脱岗缺位而给群众
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他的良心就过不去。”

“但是，秦彦军却耽误了一生中唯一的、
也是最好的一次治疗机会。”王勤说。

“我要让村里的特色产业成

为农民的钱袋子”

青泥岭、阴平道、祁山道是镌刻在陇南大
地上的“蜀道”地理概念。这里物产丰富，但老
百姓以往长期坐困愁城，发展无门。

2016 年 4月，秦彦军被调到龙林镇担任
党委书记。龙林镇位于礼县深度贫困的“下四
区”，属于全市 25个特困片区之一的大滩片
区。这里山大沟深，地理条件较差，自然资源
匮乏，贫困面高达 33%，精准扶贫任务十分
艰巨。秦彦军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每周只休
息一天。

他走遍全镇 28个村，一个村一个组地走
访调研，深入农户了解产业发展需求，因村施
策。经过反复酝酿、讨论，他确立了“川坝杮子
半山椒、高山顶上栽核桃”的脱贫举措。

60 岁的蒲沟村村民席满仓听说镇上新
来了一位“苹果书记”，要在龙林镇发展花椒
种植。

“不过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罢了。”席满仓
和村民对这位新来的书记抱有疑虑。

“你可知道他是谁？”王勤问，“他可是永
兴镇有名的‘苹果书记’，当年他就是靠苹果产
业，让村民发了财，让永兴镇的文家村、捷地

村等 4个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苹果村’。”
“他能种好苹果，但能种好花椒吗？”席满

仓问。王勤一时语塞。
没想到，秦彦军真就撸起袖子干了起来。
“秦书记发现我们村有发展花椒的基础，

但是缺少花椒修剪、喷药等方面的技术。于是
他组织我们到武都学习技术，请专家指导，对
全村群众进行培训。”龙林镇蒲沟村党支部书
记席保仓说。

为了改变花椒品种退化、管理粗放的现
状，秦彦军多方筹措资金，先后从武都采购优
质花椒苗 90万株，在西汉水沿岸花椒适生区
的 6个村，整流域栽植花椒 8413 亩，建成 5
座花椒烘干房。

蒲沟村村民杜文文在提到秦彦军时，告
诉记者：“都说要把好干部派到最穷的地方
去，这个干部就是不一样，是个‘攒劲人’。”

杜文文的家位于大山深处，道路难行。
“以前很多干部嫌天气热，根本不愿意上来。
秦书记几乎每周都会来家里，而且都是走上
来的。秦书记爱干净，刚来的时候穿得比一般
干部更干净，但来家里次数多了，身上就有了
土炕味。”

“他常跟我说的话是：好好种花椒，苗子
我争取给你多要点。”现在，杜文文指着家里
的花椒树，“这是当年秦书记帮我栽种的。”

如今，龙林镇的花椒产业已经走上了规
模化、集约化发展道路。2017 年底，龙林镇脱
贫 350户 1641 人，脱贫工作在礼县所有乡镇
中名列前茅。

让县委常委集体流泪的干部

“要致富、先修路”。陇南地处秦巴山区深
处，山大沟深，因为地质条件极为复杂，长期
以来是交通建设的“禁区”。当地群众说两个
地方有多远，往往说的是还有几个小时。“看
起来很近，走起来很远”是对当地出行最真实
的写照。

龙林镇司法干部王波擅长开山路，总陪
秦彦军下乡。现在，王波还会时常回忆起跟秦
书记一起下乡的场景，记得那时，秦书记还总

爱跟他开玩笑。
“我开车时总会抱怨镇上山路难走，秦书

记就告诉我，这可比前几年的路好走多了。”
王波回忆说，“记得那时，秦书记得意地告诉
我，2009 年马河乡修路，当他还是分管副乡
长时，他第一个抄起铁锨埋头苦干。他挖出的
路沟笔直、路基平整，成为大家参照的‘示范
路’、‘领先沟’。”

如今在龙林镇多个村庄，几场大雨过后，
路面塌方时有发生，不宜居住。秦彦军认为，
光修路还不行，只有易地扶贫搬迁才是解决
问题的根本办法，才能让贫困户“住得好，住
得住，真脱贫，脱真贫”。

然而，龙林镇山大沟深，立地条件差，自
然条件艰苦，“易地扶贫搬迁是以往干部都不
愿触碰的硬骨头，就像拆迁一样难”。王波说，
“秦书记却坚持奔波在易地搬迁的路上。”

故土难离。在征地过程中，潘坪村 3户群
众对征地有抵触情绪，影响工程的正常实施。
9月的一个下午，山上还有点凉爽，秦彦军组
织潘坪村村民在支书家的院子里开会。20 平
米的小院聚集了 20 多户群众。

“群众把鞋子一脱就坐下了，那天讲政策
讲了 4个多小时。很多群众说，如果不是秦书
记，这地他们说什么都不征。”王勤回忆说。

在他的感召下，这 3户群众终于答应了
征地条件，全镇 600 多户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得以顺利实施。

龙林镇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镇情复
杂，秦彦军组织全镇干部进村入户，核对贫困
户信息，确定帮扶责任人。“一年半的时间里，
秦书记的车跑了 7万公里，而且全是在龙林
镇跑的。”王波说。

龙林全镇共 28个村，秦彦军刚入驻时，
镇上的贫困村是 13个，来之后增加到 26个。
王波疑惑，贫困村为什么没有逐年递减，反而
不降反增？

王波在回忆起秦彦军告诉他的话时，似
乎有些激动：“秦书记总告诉我们，精准扶贫
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党委把我派到这里，就
是让我发现贫困，敢于如实上报。”

“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在那里你
却看不到。我们就要拿出‘敢死拼命’的精神来
打好这场脱贫攻坚战。”秦彦军说。

今年 1月 24 日，在病逝的前一天，全县
文化三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在龙林镇举办。致
辞后，秦彦军手捂着胸口，说可能胃疼。他就
着广场桌子上已经冰凉了的一杯剩茶，把胃
药喝了下去。

25日，秦彦军的病情突然加重，实在撑不
住的秦彦军不得不去天水市医院检查。途中，
他给镇长王勤在电话里叮嘱：“明天组织全镇
干部再开一次困难群众过冬生活安置的会议，
把全镇 28个村特困人员情况再摸排一下，尽
快把过冬救助物资发到户里，不要漏户漏人。”

25 日，秦彦军因长期劳累，在工作岗位
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就这样，
他倒在了扶贫攻坚的路上。秦彦军逝世后，礼
县县委书记方新生召开了一次县委常委会，
为秦彦军默哀，县委常委集体落泪，他们痛失
了一位为官为民的好干部。

今年 6月，中共甘肃省委追授秦彦军同
志为“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在礼县，在
陇南市，在甘肃省其他市县，许多干部正把他
作为榜样，在扶贫路上和他一样“敢死拼命”。

这位乡干部倒下，县委常委集体落泪
甘肃礼县龙林镇原党委书记秦彦军在扶贫路上“敢死拼命”的生命定格

秦彦军刚入驻时，龙林全
镇贫困村是 13 个，来之后增加
到 26 个。贫困村为什么没有逐
年递减，反而不降反增？

“精准扶贫的路上一个都
不能少。党委把我派到这里，就
是让我发现贫困，敢于如实上
报。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
困在那里你却看不到。我们就
要拿出‘敢死拼命’的精神来打好
脱贫攻坚战。”秦彦军生前说

新华社银川电(记者曹健、艾福梅、马丽娟)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支宁人”。

随着汽笛鸣响、卡车轰隆，20世纪 50 年代
至 80 年代，数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支宁人员汇
聚宁夏。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奋斗在各行各业，
扎根宁夏，奉献宁夏，用宝贵的年华谱写了最美
的青春之歌，在悄然改变着塞上大地一草一木
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笔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家国情怀：哪里艰苦哪安家

1954 年，18 岁的戈敢响应国家“支援大西
北”的号召，放弃留在江苏南通农业学校当辅导
员的机会，从江南水乡千里迢迢来到干旱少雨
的西北。

“当时因为生病，学校没给我报名。我一听
坚决不同意，强烈要求到宁夏去。”戈敢回忆说，
在那个炽热的年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青年人的至高理想。

解放初的宁夏十分落后，众多领域尚属空
白，各方面亟待建设，人才极度紧缺。而从北京、
天津、上海、浙江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来到宁夏
的一批批干部、科教文卫人员、大学生、工人等
则犹如“甘霖”，解了宁夏初建时期的“人才之
渴”。

火车一路向西，故土渐渐远去，青山绿水
渐变戈壁荒漠，几日几夜颠簸后，终于抵达宁
夏。

尽管有心理准备，宁夏的落后还是远超
出支援建设者的想象。1952 年从中国医科大
学毕业的陈树兰，先被分配到西安的一家医
院，后听闻宁夏急缺医疗人员，她果断放弃了
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来到银川。

“当时根本不像城市，比县城还小。”这是
陈树兰对银川的最初印象。“除了两座古楼，
都是低矮的土坯房。随便揭开一个破旧的门
帘，里面可能是邮局或商店，且物资匮乏，很
多东西都得从外地带。我穿一件普通的针织
毛衣，也有很多人围着看。”陈树兰说，但她并
不计较环境，哪里有病人就去哪里。

银川尚且如此，更多“支宁人”去往的是
更为艰苦的固原、石嘴山等地，有些地方偏
远，不通公路，还得换乘马车、驴车才能到
达。

来自浙江嘉兴的梅曙光，年仅 6 岁时父
亲因抗日牺牲，懵懂的他只知自己成了孤儿。
“长大后，我才逐渐明白了父辈的家国情怀，
那是一种‘义无反顾’的情感。”十几年后，梅曙
光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1959 年从北京林业
学院毕业后，他来到了“进了林区却不见林
子”的六盘山区。

艰苦奋斗：在荒滩上创奇迹

“支宁人”迅速充实到各行各业，凭着战
天斗地的精神，排除万难，为宁夏发展注入了
新鲜血液。

民以食为本，可当时的银川平原，多是冬
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的盐碱滩。“种子挖出
来尝一口，又咸又硬。”戈敢说。被称为“土壤
癌症”的白僵土是最难改良的土地，曾被外国
专家断言“改良这种土地不是我们这代人能

办到的事”。
戈敢在内的科研人员没有退却，迎难而

上。从 1962 年开始，戈敢与农业研究所的同
事，先后赴河北唐山、辽宁盘锦考察。他们反
复试验，大胆提出“挖沟排水”和“种稻洗盐”
的方法，开启了 30 年轰轰烈烈的盐碱地改良
工作。参与改良的还有大量垦荒的支宁青年，
他们或住在四处漏风的土坯房中，或挤在冬
冷夏潮的地窨子里，烈日当空挥镰割麦，披星
戴月蹚水背稻。

在支宁青年和各族群众不舍昼夜的努力
下，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变成了稻菽浪涌的万
顷良田，“银川”变成“米粮川”。

在火热的“三线建设”中，中色(宁夏)东
方集团有限公司无疑是典型代表。这家企业
的前身是 1965 年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迁
建到宁夏石嘴山市的 905 厂，随之而来的还
有大量科研人员。“一家企业拥有四五百名科
研人员，这在当时的西北是非常难得的，更难
得的是他们来自全国 70 多所高校。”中国工
程院院士何季麟回忆说。他于 1970 年分配到
这里，在国外企业严格封锁相关技术的情况
下，他和其他科技人员不断攻关，终于使钽铌
铍材料加工达到世界级水平。

“科研人员执着认真，厂区绿化栽树都是
用尺子量、用线拉，这正是科研攻关所必需
的。”何季麟说，正是凭着对科研的热爱，艰苦
奋斗，无悔奉献，才奠定了企业在钽铌铍加工
方面的“国家队”地位。

陈树兰成为宁夏内科学奠基人，李范文
成为神秘西夏文字的破解者，谢守栋为布鲁
氏菌病防疫做出重要贡献……在宁夏，贡献
突出的“支宁人”不胜枚举，更有大量“支宁
人”不为名、不为利，为荒滩上创奇迹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艰苦奋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精神财富，
也是我们的信念和动力。”谢守栋说。

融入传承：宁夏有“天下人”

“风还是塞北风，雨已变江南雨。”有网友
如此诗意描述“支宁人”给宁夏带来的变化。
岁月悠然，自治区六十一甲子，“支宁人”的标
签逐渐淡去，“宁夏人”的符号日益变浓，他们
的融入无疑增强了宁夏开放包容的气质。

在银川，人们习惯用普通话而非方言交
流；原本不吃鱼的本地人爱上了鱼宴……“这
座城接纳了这些人，这些人也融入这座城。”
今日，“宁夏有‘天下人’”依然广为流传。

当年生龙活虎的青春早已不在，但一批
批“支宁人”秉持的不畏艰辛、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等精神，却永远在塞上大地薪火相传。

陈树兰的学生，很多成了活跃在宁夏医
疗战线的栋梁之材。“有很多次机会走，但我
安心留在了宁夏，这里的病人需要我。”陈树
兰将这一过程说得风轻云淡。她从医 66 年，
如今已 87 岁高龄，华发满头，但还坚持每周
一次专家门诊、五次查房，身体力行继续为宁
夏培养医学人才。

82 岁的谢守栋早已退休，受他影响，女
儿成了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畜牧兽医专业
的教授，儿子在疾病预防中心继续从事布鲁
氏菌病预防。“他们都已是宁夏人了，会包饺
子，爱上了吃羊肉。”

梅曙光当初参与在西吉县火石寨乡种下
的千亩树苗，如今正郁郁葱葱。他说：“人活百
岁，树才长成。留下一片林子造福后人，我的
使命已完成。”

宁夏没有忘记他们。在刚刚揭晓的“自治
区 60 年感动宁夏人物”中，不少支宁建设的
典型人物赫然在列。山川没有忘记他们。银川
平原的稻浪滚滚，六盘山区的松声阵阵，城市
乡村的一街一路、一砖一瓦，无不在诉说和彰
显着“支宁人”流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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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彦军(左二)生前为群众发放过冬用火盆。

五湖四海“支宁人”，将青春写在塞上大地

本报记者陈志强

他曾是村里第一批外
出打工的“能人”。1997 年
到广东打工每个月能挣
4000 多元钱。

他曾是村里第一批
“富人”。花 47万元在全乡
第一个买挖掘机干工程，
每年纯收入 30 多万元。

他如今是村里的“穷
人”。盖房、建葡萄园还有
13万元债务没还清。

他是村里的“带头人”。
2000 年号召修路时他是打
工仔，2006 年路通了他入
了党，2007年 11月当选村
委会主任，连选连任两届
村委会主任、两届村支书，
每次村干部民主测评都全
票通过。

他年轻时的理想是自
己多苦点多干点，让两个
孩子能够初中毕业吃饱穿
暖，没想到人生理想渐渐
“跑偏了”，变成了带领乡
亲脱贫致富。

他，韦吉云，贵州省紫
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火花
镇关坪村支书，带领乡亲
18 年开拓出一条脱贫攻
坚、振兴美丽乡村的发展
之路。

苦干 6 年挖通 4

公里出山路

关坪是紫云有名的穷山村，山头密密麻麻，海拔从
1130 多米切割到 700 多米。山顶上风大水寒，住着穷苦的
坡汉和烂坝两个村民组，庄稼种早了天旱不出苗，种晚了秋
风大不长粮，绝大多数人家是缺粮户，吃了上顿没下顿。

2000 年春节，韦吉云打工回村，和坡汉组组长韦吉辉
聊起坡汉、烂坝的出山羊肠小路：一条往南，走 5 公里到村
委会，再往南走 20 公里，到乡政府；另一条路往北，爬坡、下
坎、过河，走 3个小时到公路边。

“出路、出路，进得来出得去才有发展的门路！”他们决
定带领乡亲修一条出山路。在贫穷饥饿中煎熬的坡汉、烂坝
53户村民，一呼百应，背水一战开挖山路。

春节刚过，53户村民开始挖山修路。没有专业设计人
员，村民自己土法测量；没有炸药、挖掘机和铲车，村民拿着
钢钎和铁锤，凭着力气挖山开路。

这一挖，就是 6 年。韦吉云说，当时修路太难了，有几次
差点干不下去了，“可哭也要躲起来小声哭，怕别人听见影
响了士气、泄了心劲”。

人心难齐。施工路段有陡坡也有缓坡，有石头路段也有
泥土路段。韦吉云和韦吉辉等人决定按照田地和人口分别
计算工程量，“抽签分段、落实到户”，碰到难修的路段，干
部、党员、积极分子与村民调换。

村民韦吉美丈夫身体不好、孩子上学，她是家中唯一劳
力。2004 年，她家抽到一段陡峭石头路段。韦吉辉二话不
说，将自己的缓坡泥土路段和韦吉美调换了。

时不时就有几户吃不上饭断顿、孩子上学交不起学杂
费，要外出打工。干部和党员就到处借粮借钱帮村民过难
关。

韦吉云说，当时借钱 100元，月息 5元，借 100斤粮，第
二年还 150斤新粮。缺粮缺钱像大山一样压在村民心上。后
来，许多村民外出打工三四年才把“饥荒”还清。

坡汉、烂坝村民忍饥挨饿挖山开路的苦干精神感动了
达帮乡和紫云县领导。达帮乡条件差，把仅有的两包炸药送
给关坪村修路。2003 年紫云县委、县政府号召向坡汉人民
学习，支援 3万元买炸药。

原来修路靠钢钎和大锤，有了炸药以后，坡汉、烂坝的
村民挖山开路的劲头更足了，毛路修出来后常常是大人拉
着拖板压路，后面小孩子站在拖板上帮着压。

开发荒山走出产业脱贫路

2006 年底，宽 4 米、长 4 公里的山路修通了，坡汉、烂
坝的村民短暂兴奋过后，愁绪更多。挖山 6 年，村民的腰包
更瘪了，几乎家家缺钱饿饭。

韦吉云想起了外出务工“老本行”，人在外挣钱，还能给
家里省下口粮。2007 年正月初二，关坪村成立“打工协会”。
大伙儿分头借高利贷凑了 3000元买车票，组织头脑灵活、
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外出打工者第二年每人至少
再带三四个村民外出打工，一拨带一拨。2005 年当选村支
书的韦吉辉，辞职到义乌一家装饰厂打工探路，第二年带着
10 多个村民一起外出务工。

2007 年，关坪村 6 名村民到广东、浙江打工，第二年就
有 20 多人外出打工。现在全村有 800 多人在外务工。

韦吉云偶然间看到邻村在荒山种葡萄，致富思路豁然
开朗：过去困在深山、穷在深山，思路一转就是潜力在山、希
望在山，村子只有 1106 亩贫瘠耕地，却有 17000 多亩荒山，
如果把荒山开发成聚宝盆，村子就有出路了。韦吉云想方设
法求教葡萄种植技术，无奈对方不愿教授。

一次，韦吉云遇到两个老板开车去湖南芷江学习葡萄
种植技术。韦吉云身上没钱，买不起车票，就央求人家顺路
带他。两个豪爽的老板带他一起走，还帮他出生活费。

2013 年初，韦吉云在屋前试种了一棵半野生高山二号
葡萄苗。确定长势良好后韦吉云带领几名党员、干部试种
80 亩。

2014 年关坪村推广种植葡萄，正赶上紫云县鼓励农民
调整种植结构，种植经果林每亩补贴 1800元。关坪村分到
200 亩指标，一个星期就种完了。韦吉云找乡领导追加指
标，可乡里指标早就分完了。

紫云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彭传刚回忆，当时他任达帮乡
党委书记，正为调整种植结构着急，农时都快过了，有些村
农民还是不愿改种其他作物。他现场查看关坪葡萄园，决定
追加 200 亩指标，不到一个星期又种完了。紫云县委、县政
府领导对关坪村众志成城拔穷根的精神十分赞赏，说关坪
要多少指标就给多少，关坪葡萄种植面积一下子突破 2000
亩。

韦吉云经常说，关坪脱贫攻坚就是苦干 18 年干出来
的：挖山开路 6 年，村民外出打工还债 3 年；用 3 年多时间
改造茅草屋、泥巴房，接着村民外出打工两年多还债；苦干
4 年多发展葡萄、冰脆李、黄果柑等脱贫产业。

过去村里经常有偷牛盗马的事情，每年都有三四个村民
被判刑，为了看住牲畜，大多数人家睡在牛棚马圈里。如今，
关坪村有 4000 多亩葡萄、冰脆李、黄果柑、楠竹等经果林，人
均收入 3700 多元，2019 年可以整村脱贫。大家生活条件好
了，偷牛盗马的没有了，有时睡觉忘了关门也不会出事。

韦吉云说：“我的理想就是开发荒山、改善生态，吸引村
民回家务工，把关坪建成美丽乡村。”

“风还是塞北风，雨已变江

南雨。”当年生龙活虎的青春早

已不在，但一批批“支宁人”秉

持的不畏艰辛、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等精神，却永远在塞上大

地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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