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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网友“王瑞恩”：《我的祖国》

关于胡歌这个提问，我想起了知乎上的一则讨论：为什么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听到《我的祖国》里那句“一条大河
波浪宽”，都会感动到流泪？

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这样一条大河。从我家走路一刻钟，
就到了珠江。小时候经常坐船到对岸的中山大学老校区玩，那
时候对岸已经有不少高楼，但现在人们去广州都要看的“小蛮
腰”还没建起来。

仅仅是广州市内短短的几公里江面上，就发生过不少事
情。清朝，舢板上运着茶业和瓷器，往返于十三行和江中心停
着的大船之间。后来列强的铁甲舰开了进来，镇海楼的炮台也
没能抵挡住历史的车轮。仓皇北顾，孙中山曾经在这里登船逃
离总统府。山河如血，侵华日军的飞机破坏了海珠桥。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人一手抱着一个篮球，要从这里漂流到
香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参加交易会的海外客商，坐满了
珠江夜游的轮船。

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故乡还在。有人顺流而下，有人逆流而
上，但这条河还在。天寒天暑，不舍昼夜；浪起浪伏，不废万
古流。

2015 年的时候，我离开家乡，到了美国明尼苏达求学。
2018 年，我回国了。河汉清且浅，一条小河仍在蜿蜒南流，但
汇聚到香江，看到的那颗东方之珠，却因为暴力而蒙尘。也许
在之后的日子，你我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追问，追问你的立
场、价值观、民族认同。面对这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想起那首
歌，总能觉得内心澄澈安宁。

《我的祖国》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守卫的东西：家乡的江
河湖海和被它们所哺育的人们。

知乎网友“Mlily 梦百合床垫”：

《我的中国心》

我提名的歌曲是《我的中国心》。这首让无数海内外华
人感同身受的歌，出自香港著名词作家黄霑先生之手。这首
歌无论是作词还是作曲，都富有时代特色，浩然正气、字字

轩昂。这首歌诞生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但从中可以看出，
香港文艺界的有识之士骨子里对中华血脉的珍惜和自
豪。几十年来，两岸三地许多艺人，都选择用这首歌表达
自己的赤子之心。从这首歌诞生的时代就能看出，这是真
正发自肺腑的声音。希望它继续鼓舞今天香江两岸的每
一个中国人。

知乎网友“梁源”：《我的祖国》

有人问过《我的祖国》的词作者乔羽，歌里为什么是“一
条大河”而不是“一条黄河”，因为在很多人看来，黄河可能
更能代表着我们祖国的精神。乔羽说：每个人的记忆里，都
有一条大河，这条河就代表着祖国。

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天都要大量接触音乐。在这些听起
来简单、纯真甚至过时的音乐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正是
几十年不变的民族最真挚的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酝酿出的《黄河大合唱》，在抗美援朝
中酝酿出的《我的祖国》，在十年浩劫之后酝酿出的《我们
的生活充满阳光》。这些作品都是一个民族希望重生之
作，它们或许磅礴，或许高亢，或许优美，都蕴含着极大的
力量。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70 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
就热泪盈眶？音乐里，最能让人热泪盈眶的，是我们能听到
希望的力量。

你们未必像我一样，听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每一首歌
颂祖国的作品，但是对你们而言，能够面对这个问题有所触
动、有所言，就说明在音乐的形式之外，你们能被某种超越
作品本身的精神所震动，而这些，正是有些音乐能影响几代
人的原因。

知乎网友“健康中国”：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天花、鼠疫、霍乱、血吸虫、黑热病等
传染病在我国肆虐流行，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为了有效防
控传染病，改善我国居民的健康状况，医疗卫生人员和专家
学者一直在和传染病打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今，人们
已经从“吃不饱”到“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从“小病
拖、大病扛”到分级诊疗、三医联动。到 2018 年，我国人均预
期寿命已达 77 岁，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仅 35 岁。70 年，改
变的不仅是一串串数字，而是一个民族的面貌，展示的也不
仅是卫生健康事业的进步，更是一个国家的发展。

知乎网友“知乎用户”：

谈谈我国的轨道交通技术

聊一个最切身感受的吧，那就是我国的轨道交通技
术。2014 年 8 月份，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来到了广东省
肇庆市怀集县这座非常靠南的小城。一路从广州 、佛山
赶过来，脚上网鞋的那七个网格破损扭成的洞告诉我，
它已经没办法陪伴我走接下来的路了。于是，刚下了大
巴车，我直奔一家附近的运动专卖店。一位非常好看的
店员小姑娘接待了我。小姑娘很健谈，问我来这里出差
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做铁路相关的，于是小姑娘特别兴
奋地问我，这里正在修建的那个车站，是不是和我的工
作有关系？

得到确认的答复后，她又和我聊了很多高铁相关内
容。比如，猜测新线路的列车到底会有多快？以后去广州发
展，大概需要坐多久……

现如今再回头看，那条铁路横跨三个省，共计 23 个车
站。但设计时速不过 300Km/h ，实际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不
过 250Km/h ，正常估计也就跑 200Km/h 左右，跟京沪线上
的复兴号相比着实差了不少。不过，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
的高铁发展速度是多么的快！

彼时的信号系统还是 CTCS-2 ，现如今京张高铁已经
CTCS-3+ATO 为冬奥会待命，不过就是四五年的时间。从
阿拉伯数字 K/T/Z ，到出现 D/G ，再到出现大量的 D/G ，
这一路，“基建狂魔”从未停下脚步，一如我那双破洞的鞋
子在见证这一切……

轨道交通产业只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国家的
进步，不就是从各行各业这一点一滴的改善之中不断形成
的么？说到底，都是积累。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沉得住气。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这些点滴稳定地形成了丰厚积淀的那
一天，大国崛起，便势不可挡。

知乎网友“李子寒泉”：

电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家里必停电，至于什么时候来
电是未知数。甚至有的时候家里开一下电饭煲也会停电，
一打雷也停电。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村只有一台变压
器，并且线路老化、设备陈旧，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罢工。

今年回家，我发现电杆高了，电线新了，变压器多了五六
台，即使住在偏远地区的单独几户人家，也会有十几根电
杆一路把电牵过去。

真正的改变生活，不是翻天覆地，而是习以为常。当
人们将一年没遇到过一次长时间停电当做习以为常时，
将停电视为难得体验时，我相信，电力行业已经改变了我
们的生活。

知乎网友“公子重耳”：中国女排五连冠

这个问题，我妈让我代表她回答一下。1981 年女排
世界杯，中国女排险胜日本女排，最终赢得冠军，从此
开启五连冠伟业。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我妈一说
起来就眉飞色舞，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看这
场比赛的直播，女排赢得冠军后，大学生们欢呼着敲响
脸盆，奔走相告“女排夺冠了！”因为没有鞭炮，一些学
生甚至点燃床单、往宿舍楼下扔热水瓶。这种做法当然
不值得提倡，但是可以看出，这场胜利对于当时的人们
具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在当时的球类竞技中，中国除了
乒乓球之外，建树甚少，也没人期待能出惊人的成绩，
可以说这个突如其来的世界冠军，一下子树立了国民的
信心 ，这个冠军奖杯的分量 ，远远重于现在的任何
一个。

知乎网友“羽则”：我们出线了！

2001 年 10 月 7 日，沈阳五里河，中国国家队在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里主场迎战阿曼。

第 36 分钟，李铁长传李霄鹏头球摆渡，两名中国球
员都出现在了抢点的绝佳位置。于根伟右脚劲射破门。

那一年，我居住的三四线小城市在市中心建了一个
很漂亮的市民广场，有喷泉有小吃摊还有超大的屏幕。那
一晚，电视上直播着这场比赛。于根伟进球的瞬间，我就
站在广场中央，周围是一片欢呼的海洋。

那场比赛，最终的比分就是 1－0 。凭借着于根伟的
这个进球和这场比赛的三分，提前两轮闯入了 2002 年韩
日世界杯的决赛圈。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这 70 年来有太多太多值得骄傲
的荣耀瞬间，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儿。这虽然只是一场预选赛，拿到的只是一个决赛阶段的
参赛资格，不是冠军也没有奖牌，却依然让我每每回想总
是心潮澎湃。实在是等了太久了。比赛结束时，广场大屏幕
上出现了央视那个“我们出线了”的经典画面，周围无数人
欢呼着跳跃着，把手里的饮料瓶和提前准备的鲜花扔到了
空中。喷泉此时应景启动，我被浇得浑身湿透，却还是不想
不愿离开半步。

当时还在上高中的我，第一次感受到足球和体育，原
来真的可以如此激动人心！

再后来，我们都以为的中国足球星星之火并没能燎
原，因为种种原因不仅没能再次打进世界杯，甚至水平和
口碑都出现了下降。但我始终无法忘记，那个夜晚我站在
广场中央，所感受到的如火热情和心潮澎湃。

当年的那个高中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孩子的
爹。我们依然没有第二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但我相信总
会有再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一天。

等到那一天，我一定会跟自己的孩子讲讲当年的故
事，说说于根伟的那个进球和那场 1－0 的胜利，对老爹
这样的中国球迷到底意味着什么。

知乎网友“大菠萝盖”：刘翔，110 米栏

北京时间 2004 年 8 月 28 日凌晨 2 点 40 分，雅典奥
林匹克体育场，刘翔代表中国出战男子 110 米栏的决赛。

随着一声枪响，杨健在观众的欢呼声和运动员的启
动中开始了解说：“比赛开始！刘翔的起跑非常顺，他目前
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利加尔斯，刘翔！处于
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

那一年，我坐在高二的课堂上，正在为高三进入火
箭班做最后的冲刺。那一年，中国人民刚从上一年抗击
非典的阴影中走出来，国民经济正在飞速发展。那一
年，高考连续第二年提前到六月进行，姐姐在我们班教
室门口告诉我她考上了清华，我们整个班级都沸腾了。
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刘翔也早已告别赛场。十五年间，
世界彻底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前所
未有，我们正在享受着高度富足的物质生活。但我却更
加的怀念十五年前那段单纯的学生时光，还有那赛场上
无人能挡的刘翔。

知乎网友“Wanda”：拥有美丽的语言

用汉语的时候。除了汉语之外，我会六门分属不同语系
的外语，但无论哪一种，我怎么横看竖看上看下看都看不出
语言本身所蕴含的美。但汉语与这些语言都不同，或者说，
它与世界上大部分语言都不同。古代造字的先人对这个世
界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描摹早已把美与灵气注入到这种语言
本身，而我们经历了几千年依然能够看到最原始的人类记
录这个世界的形态与方式，带着人类童年时期的质朴与澄
澈。哪怕在经历了几千年以后的今天，当我用电脑输入法在
屏幕上打出一个“鸟”字时，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先人在一棵
树下休息乘凉时，看到的一只和他一样站在树荫里的、收起
翅膀的鸟。如果选一样神赐予我的、我最满意的礼物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让汉语成为我的母语”，选一千次一万
次都是它。

知乎网友“图拉扬”：

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正好在边境拍摄军人，很有感触。他们在远离城市几百
公里的地方，默默无闻，守护着祖国的边境。边境巡逻经常
要在丛林走好几天，每人背着好几十斤的装备。他们都是二
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为祖国领土完整付出了自己的青春。边
境巡逻没有路，都是军人自己一脚一脚踩出来的。渴了就喝
石头缝里的山泉水，吃牛肉干恢复体力。要在这样阴冷的天
气里站岗，搭帐篷，忍受潮湿，寒冷。生一堆火烤烤湿了的衣
服，冻麻木的手脚。要隐藏踪迹所以过一会火就要灭掉。他
们最终会在终点升起五星红旗。所有人声嘶力竭喊出：我们
所站立的地方，是中国！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没有去过北
京。他们都想去长城和天安门看看。因为长城守卫古代的中
国，他们保护如今的中国。他们都想去天安门看看升国旗仪
式，他们跟我说，“我们守卫祖国边疆，在边疆升起国旗，所
以也特别想看看祖国心脏的国旗，看到天安门的国旗升起，
我们的存在就有了意义。”好几次热泪盈眶，我敬佩这群军
人，也为祖国骄傲。

知乎网友“lives 李”：

能够通过奋斗收获幸福

早上起床多少有些困难。洗漱完了，步行 10 分钟走到
公交车站，挤上一辆车。偶尔运气好车上人不多，大多时候

人挺多的。几站公交之后坐上地铁，那就舒服多了，总共大
概一个小时多点的路程到了公司。接下来是一天的忙碌。

下班重复早上的路程，不过为了增加点运动量，我会减
少一段地铁的行程改为步行到更远的地铁站乘车。回到家，
闺女在看电视或者玩玩具。这就是我的一天，我觉得我很
幸福。

从刚毕业百多元的工作，到现在万多元的工作。作为一
个普通人，也不是什么 211 、985 的高材生，通过自己努力，
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还可以的收入以及一个美好的
家庭。这就是我的幸福。一个普通人的幸福！

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一个稳定、发展、积极、健康向上
的祖国。让我自豪的是，曾经有幸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09 年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大庆、
2010 年广州亚运会的工作，亲身参与了见证祖国强大的工
作，我很自豪！

知乎网友：生活在稳定的国家

在夜生活并不发达的三线城市，晚上十点想吃零食，作
为一个女孩子犹豫了一下安全问题，但是还是决定背着小
包包下楼去小区外的便利店。暖黄色的路灯下，除了偶尔的
虫声，还有晚归的三两个人、溜着弯、压低声音打着电话说
着八卦的大妈。十点的便利店还有三两个和我一样夜间出
来觅食的年轻人。回家的路上稍有点紧张，但是并不害怕。
这种突然而来的幸福感真的没多少出息，但是感谢国家的
稳定，能惠及每一位普通公民。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

就热泪盈眶？

首席提问官胡歌发出提问，
邀请知友们参与讨论：

知 乎 0 0 1 号
员 工 周 源 发
出提问，邀请
知 友 们 参 与
讨论：

这些年，有哪些像电子支付一样
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首 席 提 问 官
刘 国 梁 发 出
提问，邀请知
友 们 参 与 讨
论：

新中国体育史上，有哪些比赛

的瞬间令你心潮澎湃？

知乎网友“知乎校园”：

恢复高考四十年，有多少人的命运随之改变？知乎校园
得到了新华社的特别授权，为大家带来《国家相册》系列节
目之《高考四十年》：节目通过大量新华社独家的图片和视
频资料，为我们还原了那个不平凡的秋天。

1977 年 8 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
会，参会的 33 名代表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回忆道，
“恢复高考”是那场会议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恢复高考，给数
千万在困苦中徘徊的中国青年带来了希望。随着 1966 年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高考全面停止，一千多万名初高中生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国家教育体系陷入混乱。

很多知识青年是在田间劳动时收到恢复高考的消息
的。他们拿起幸而没有扔掉的课本，开始临阵磨枪，蜡版印
制的复习资料瞬间被抢购一空。

1977 年，570 万考生走进考场，27 万余人通过此次考
试进入大学。参加考试的学生年龄差别巨大，师生同台、父
子上阵的场面并不罕见。

那一届考生坚信高考能改变命运，这并不是一句空
话——茹振钢在考入大学时，还生活在饥饿的阴影下，他也因
此有了一个朴素的目标：学习农业科学。后来，他培养出多个
高产小麦品种。在今天，我们每吃的八个馒头之中，就有一个
来自于他的工作成果。

《高考四十年》节目评价道，恢复高考成为解放思想、解放
生产力的第一声号角。在今天，高考录取率超过 80％ ，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的厮杀声已经渐渐远去。但不论如何，依然推荐大
家透过这段视频，来感受恢复高考给一代人留下的印记。

知乎网友“Patrick Zhang”：

从老三届到毕业返乡创业

讲三个人的经历吧。第一个人是我自己。我是“文革”

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初中课程仅仅读了几个月，接着就上
山下乡，那时的我才 13 岁不到。之后就是参加农村劳动，
两年后入职走上工作岗位。学历和知识如此浅薄，心情的
郁闷可想而知。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希望和憧憬给年轻
人带来梦想。

高考那一天，我心情复杂地参加了考试，为我的语文和
政治担心。发榜后，我的成绩是整个地区的第二名。可惜由
于太过辛苦，我得了肝炎住院，单位也不想让我走，就这样
我错失了当年的大学入学机会。

第二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走入大学课堂。当拿到入学
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第一次给自己喝酒庆贺。记得是瓶黄葡
萄酒，也没菜，就一个人喝，还喝醉了。

我的学习经历，是时代的产物和记录。对于现代中国的
学子们来说，这份经历是无法想象的，甚至有点传奇。但对
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却是现实存在的。

第二位是我的孩子。当我的孩子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
时，我打心里感到高兴，甚至超过她后来拿到国外某高校读
研录取通知书。我们夫妻和孩子一起，来到她的高校校园，
到宿舍帮她铺床。然后到校园外共餐，最后和孩子依依惜
别。从此以后，不管孩子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读书，我们的心
都跟随着她。

第三位是我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因为毕设不及格而
延迟毕业。期间，他的父亲到学校来处理他的住宿问题，我
到食堂用餐时遇见了他们父子俩，就攀谈起来。

他父亲和我谈起拿到入学通知书的往事：“我们家在农
村，我的孩子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当拿到入学通知书
时，就像考了状元一样。”他告诉我，当地整整庆贺了三天，
挨家挨户请客，乡政府还发了光荣榜，儿子的就学成了全村
人最重大的事。

这位学生告诉我，他准备回乡办一个合作社，在网上
销售农产品。“但这样岂不就白读电气工程了？”我问他。
他说，根本就不会，因为他已经开始着手建蔬菜大棚，其
中也需要控制技术，所学正好用得上。几个月后，这位学
生的毕设补考通过了。当他拿到毕业证书时，特地找我合
影。我再次祝福他。

首席提问官 、
“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屠呦呦
发出提问，邀
请知友们参与
讨论：

从你的经历来看，什么时候感到

做一个中国人很幸福？

整理：本报记者刘晶瑶
实习生叶志伟

网友表白录

首席提问官张艺谋发出提问，
邀请知友们参与讨论：

从 1977 年恢复高考到现在，上大学发生了哪些

变化？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是什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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