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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爱你国旗高扬守望万里边疆

辽宁 宽甸满族自治县毛
岸英学校 宽甸双山子学校

凤城市一中 凤城市六中 东港
市实验小学 丹东市三幼 丹东中

职学校 辽宁机电职院 辽东学院
吉林 延边大学 图们二小 图们五中

黑龙江 抚远市抓吉镇赫哲族学校 漠河
市北极镇中心校 漠河市北极镇北红小学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呼伦小学 陈巴尔
虎旗民族小学 额尔古纳市二小 满洲里三小 呼伦

贝尔学院

甘肃 肃北县马鬃山镇小学 肃北县蒙古族学校 肃北中
学 肃北县城小学 肃北县幼儿园

新疆 乌恰县吉根乡小学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乡寄宿
制小学 塔什库尔干一幼 塔什库尔干二幼 塔什库尔干深塔中学

西藏 墨脱县背崩乡小学 定日县扎西宗乡完小 吉隆县吉隆镇完小
浪卡子县浪卡子镇完小

云南 沧源佤族自治县国门小学 沧源班洪乡南板完小 沧源勐董镇中心完
小 沧源城区幼儿园 沧源班老乡九年一贯制中心校 沧源新寨村国门小学 沧

源芒卡镇南腊村完小

广西 防城港市那良镇滩散小学 东兴市京族学校 凭祥市上石镇中心小学 凭祥市
友谊镇卡凤小学 凭祥市友谊镇隘口小学 凭祥市夏石镇中学 凭祥市高级中学

我们走访的
边疆学校

扫码看国门学校
为国守望视频

对于许多人来说，位于边境线上
的“国门学校”，天然带有一种神秘：学
校师生每天都在做什么？他们的学习
生活与身处内地的师生一样吗？

实际上，对于身处其中的师生来
说，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国门学
校”的确别具意义。

学校·哨所
但凡工作日，隘口小学校长钟绍

智每天清晨都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
他所在的学校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凭
祥市友谊镇隘口村，距中越边境不到
1公里。

隘口小学，光看校名就有画面
感。学校所在的村落，夹在高耸的大
青山和凤尾山之间，不管从哪座山翻
过去，另一边都是越南。

校址地处缓坡，背后是直通越南
的南友高速公路。校门口脚下不过 8
米的地方就是中越国际铁路，一头连
着中国北京，一头连着越南河内。这
条国际铁路建后又拆、拆后复建、停
而复开，见证了中越两国关系的不断
演变。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后，这条历尽沧桑的铁路又焕发
了新生——助力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
通。现在，每天都能看到开往越南的

“中欧班列”拖着蓝色车厢，缓缓从
校门口驶过。

目前，隘口小学只剩下 8 名学
生，连钟绍智在内一共只有两名教
师。方圆 3 公里内还有另外两所小
学，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这所学校本
应被撤掉。之所以没撤，按照凭祥市
教育局副局长岑美英引用当地老百姓
的说法，是因为“一所学校就是一个
哨所，一位村民就是一个哨兵”。

学校在，哨所在。
钟绍智和他的隘口小学，在这个

边境村庄默默守望多年，为祖国充当
无形的“哨所”。

“生在边境，长在边境，孩子们有
责任了解怎样守护边境。”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乌恰县吉根乡党委书记张元宝
常对乡中心小学的老师们这样强调。

吉根乡，中国西陲第一乡，紧临
吉尔吉斯斯坦。吉根乡小学，西陲第
一校，见证着边疆群众保家卫国的点
滴日常与坚定信仰。

距学校 300 多米，住着一位叫布
茹玛汗·毛勒朵的老奶奶。她从 19
岁成为护边员，就再也没有停下守
边 护 边 的 步 伐 。 直 到 走 不 动 巡 边
路，她才心甘情愿地成为守护者的
守护者——为边防战士做一切力所
能及的事情。

在巡边路上行走了 8 万多公里，
相当于 7 个长征路；为了守护边境，
在边境线上埋设了 200 多块刻有“中
国”字样的碑石⋯⋯吉根乡小学的每
一个孩子都听过布茹玛汗奶奶的护边
故事，奶奶的家成了学校的“专属教
育基地”。为了让孩子们看到边境线
上的变化，布茹玛汗还专门把家里一
间房子改造成“护边历史教育馆”，
记录她半个多世纪的护边历程和护边
员生活的变化。

“每一座毡房都是一个流动的哨
所，每一位牧民都是一个活着的界
碑。”很神奇的，在帕米尔高原上，
也流传着一句和广西边陲相似的话
语。

校园·象征
地图显示，学校距北京天安门

4128 公里，距珠穆朗玛峰只有 45 公
里。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定日县扎西宗
乡完小——离珠峰最近的小学。

这所小学有 28 名教师，其中 27
名藏族教师、1 名汉族教师。他们竭
尽所能把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上发生
的故事和 5000 年积淀的时光讲给孩
子们听。他们教会当地的藏族孩子，
和全国的小朋友用同一种语言交流，
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在珠峰脚下，他
们用日复一日的付出，守护着祖国的
未来。

祖国的辽阔与伟大，不经意间在
这所珠峰脚下的小学校里体现得淋漓
尽致。

高山仰止，静水流深。
碧波万顷的鸭绿江畔，一位英雄

与其他战士一起，从这里出发奔赴抗
美援朝的战场，再也没有回来。

为了纪念那段历史、铭记英雄的
事迹，当地修建了一所学校，并以他
的名字命名。

他，就是毛岸英。
阳光下，面对英雄的塑像，少先队

员满怀崇敬行少先队队礼。在毛岸英

学校，每名学生时刻沐浴在英雄的荣
光里，在心头烙下英雄的印记。

很少人知道，甘肃省也有界碑和
边境线。在那里，496 号界碑以北是
邻国蒙古，以南则是甘肃唯一的边防
重镇——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
镇。

位于镇中心的马鬃山学校，已连
续几年没有招收到新一届一年级学生
了。2018 年，马鬃山学校最后一名
学生也到县城读书了，县里决定将学
校改成研学旅行基地。

既然一名学生也没有了，这样的
学校为什么还要保留？

肃北县教育局局长娜尔斯是土生
土长的肃北人，她和当地所有老百姓
一样，舍不得这所美丽的学校。按照
她的预计，京新高速穿马鬃山而过，
马鬃山口岸可能随“一带一路”倡议
的深入推进再次打开，而一旦口岸复
通，马鬃山的区位优势将进一步凸
显，会吸引更多人来这里工作、生
活。“到那时，学校就会大有用处
了。”

“学校建制留在这里，总归有希
望！”在娜尔斯看来，留下了学校就
留下了希望。

教师·坚守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

是我国最北之地、极寒之地。冬天最
冷时，这里的气温甚至可达到零下50
多摄氏度。

被“最北”主题环绕的北极镇中
心 学 校 ， 是 人 们 公 认 的 “ 最 北 学
校”。校长马建国是个异乡人，大学
毕业时被“中国北极”的名号“忽
悠”，觉得漠河“定有发展”，一头扎
进了北极镇从教，再也没有离开。

近年来，在大兴安岭林区经济转
型中，当地与采伐相关的人口大量外
流。马建国和同事们见证了变化给教
育带来的冲击，非常无奈：学校不但
留不住好老师，学生数也急剧萎缩，
以前一个班级有五六十名学生，后来
只剩八九名学生。老百姓还议论纷
纷：“留下来的，都是没本事的老
师。”

也有不少市里、地区上的好学校
看中马建国的教学能力，许诺了许多
优惠条件来“挖”他，但他从不动
心。他告诉自己：坚持一下，再坚持
一下，希望就来了。任校长以后，他
想尽办法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丰富学
生课内外活动，挖掘办学内涵。近年
来，学校的学生数触底回升，不仅一
个生源都没有流失，反而每年
都有五六名外地学生慕名来学
校上学。

“‘最北’，就是祖国最
偏、最远、最艰苦，也是最需
要教育坚守的地方。”马建
国 这 样 解 释 自 己 的 “ 最

北”情结。
位于中缅边

境的云南省沧源
佤族自治县是典
型的民族“直过区”。新中国
成立后，这里一跃千年，直接
由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社会主
义社会。在外人眼中，这里是
真正的秘境之城。而在南腊村
完小教师杨红军的眼中，这里
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

除了去市里读师专的几年
外，杨红军几乎没有离开过南
腊村和他教了半辈子书的村
小。曾有调到城里条件优越学
校的机会，但都被他委婉拒绝了。
1991 年，由于工作业绩突出，他被
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城里的学校
又多次抛来橄榄枝，但他依然选择留
下。

杨红军并不认为自己做了太多牺
牲，他的人生与他的教师生涯一样，
早已和这所村小融为一体。尽管在村
里有自己的房子，但杨红军和家人住
得最多的依然是不到 20 平方米的学
校宿舍。南腊村完小校长李快忠说，
有时候放长假，他惦记学校的情况，
就打电话问杨红军，每次杨红军都回
答：“学校很好，我一直都在，放心
吧。”

虽然自己没有走出沧源，但杨红
军希望所教的孩子们能走出去看看。
几十年来，他不断目送着孩子们迈着
深深浅浅的脚印，走出大山、走出家
乡，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谁说山高路远、道阻且长？
有学校的地方就有国旗，
有国旗的地方就是中国。
相信远方，心怀梦想。
只要坚守，定有希望。
纯真笑脸，书声琅琅。
国门学校，为国守望。

（执 笔 ： 本 报 记
者 张 滢 张 晨 采
访：本报“万里边疆教
育行”特别报道组）

笑容 |幸福像花儿绽放

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我们来自高山大河、草原大漠，
我们的家乡都在边疆小小村落，
自豪的是，我们这些边疆娃，
能和全国孩子一样大声欢笑，
在同一片蓝天白云下！
感谢您，我的祖国！
有了您的富饶强大，才有我们幸福的家。
在共和国70岁生日即将来到，
我们要把最美的笑容献给您——
生日快乐，祖国妈妈!

扫码看边疆孩子
最美笑容

唱歌 |唱给祖国的情歌

目光所及都是你，亿万星辰犹不及。
祖国，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柔软，
我们都是她的亿万分之一。
爱国，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深情，
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情歌。
边疆各民族孩子，
在英雄之城丹东、长白山下图们，
在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
在北疆呼伦贝尔、茫茫戈壁肃北，
在帕米尔高原塔县、雅鲁藏布江畔墨脱，
在阿佤山区沧源、祖国南大门凭祥，
千万边疆孩子同为祖国高唱最美情歌。

扫码听边疆孩子
歌唱祖国

跳舞 |舞动边疆少年心

山青青、水潺潺，云悠悠、天蓝蓝，
一片晚霞挂天边，一片薄雾绕山间。
情深深、意长长，歌朗朗、舞翩翩，
这里是我幸福家园，我与祖国血脉相连。
鸭绿江水碧波荡漾，爱国精神代代相传。
长白山下果树成行，延边孩子舞姿飞扬。
乌苏里江水起波浪，赫哲孩子情意绵长。
呼伦贝尔草原辽阔，雄鹰穿越云海茫茫。
大漠戈壁浩瀚沧桑，串串足迹坚定梦想。
帕米尔高原冰山上，鲜红花儿青春浇灌。
珠穆朗玛圣洁峻朗，长袖甩起热情锅庄。
阿佤村寨梯田稻香，山笑水笑花朵芬芳。
北仑河口撒开渔网，翩翩起舞尽情歌唱。

扫码看边疆孩子
舞姿飞扬

读书 |我爱祖国好山河

边疆孩子说：
我们新疆，有美丽的天山，
我们西藏，有雄伟的珠穆朗玛峰，
我们广西，有甲天下的桂林山水，
我们漠河，有多彩绚丽的极光，
我们丹东，有碧波荡漾的鸭绿江⋯⋯
我们热爱您，地大物博、河山壮美的祖国！
边疆孩子同样深爱着几千公里外祖国的心脏！
因为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
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
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

扫码听边疆孩子
告白祖国

边疆孩子真情告白——

祖国，我爱你

升旗 |我是国旗守护者

在祖国长长的边境线上，
伫立着大大小小的国门学校。
每个周一的早晨，
美丽的五星红旗，
从边境线上所有国门学校冉冉升起！
五星红旗风中猎猎，
舞动在高原的雪山之上，
飘扬在草原和海洋的碧空，
见证生机和希望，也宣誓着主权与不容侵犯。
每个孩子都是国旗的守护者！
今天，国门学校的五星红旗为祖国升起。
您是否听见边疆孩子国旗下的深情告白：
祖国，我爱你！

扫码观国门学校
升旗仪式

本报记者 易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