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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31日讯(记者
张跃峰) 眼下距离高考还

有最后一周时间，端午节小长
假结束上班第一天，应全市广
大学生及家长的强烈要求，并
征得市教育局局长哈宝泉同
意，市教育局通过齐鲁晚报独
家对外公布了4封信件的手写
版，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为高考
生再鼓劲，预祝广大高考生考
个好成绩、考取理想的高校。

说起这4封信，全市教育系
统教职员工以及近几年的高三
毕业生很少有不知道的。尽管
作为主管全市教育工作的一局
之长，哈宝泉却让高三学生们
没有产生一点距离感。在就任
市教育局局长之后，为了给高
三学生助力加油，他先是通过

巡 回 报 告 与 全 市 2 8 所 高 中
10690名高三学子代表见面，为
大家减压鼓劲。从2014年开始，
每年临近高考的时候，哈宝泉
都会通过写信的形式为全市的
高考生加油助力。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每年
的信件不但都是局长本人书
写，而且还是采用亲笔信的形
式全部都是手写的。据了解，每
年的信件都是哈宝泉手书完成
后，再由办公室工作人员整理
之后再对外公布，手书的版本
则由办公室保存了下来。

2014年，哈宝泉以“安知有
我否？坚决得胜利”为题，将自
己35年前参加高考前夕写下的
励志诗《问》送给了全市高考
生，希望大家以“安知有我否？

坚决得胜利”的气概夺取高考
的胜利！2015年，则以“青春需
要梦想 人生需要拼搏”为题，
送给了全市的高考生三句话：
青春需要梦想，人生需要拼搏，
眼界决定境界。希望广大高三
考生在当年的高考中，都能发
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夺取人
生第一场战役的伟大胜利。
2016年，以猴年为切入点，希望
全市广大高三考生“苦练七十
二变，坚决打赢高考攻坚战”。

今年写信时，特意选取了3
月31日致信广大高三考生，距
离高考还有66天时以“闻鸡起
舞撸袖干 雄鸡高唱凯歌传”
为题，送给了大家八个字“格
局、胸怀、理想、信念”，告诉大
家要成长必须有宏大的格局、

要成长必须有宽广的胸怀、要
成长必须有远大的理想、要成
长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并告诫

大 家 ，只 要“ 闻 鸡 起 舞 撸 袖
干”，就一定能“雄鸡高唱凯歌
传”！

连连续续44年年写写信信为为全全市市高高考考生生加加油油
市教育局局长高考前夕公布信件手写版，为高考生再鼓劲

市教育局局长哈宝泉连续4年写信为高考生加油鼓劲，5月31
日，齐鲁晚报获得独家授权，对外公布了这4封信的手写版。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即将走进考场的全体高三同学

们：

大家好！今天是4月8日，距离

高考还有整整60天。高考在即，想

与你们分享一下关于高考与梦想

的一点体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梦想，刻苦学习是实现梦想的重

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说：“梦想

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

同学们十几年寒窗苦读，为的就

是实现个人梦想，或增长才干、实

现自我，或感恩父母、报效国家，

或助益文明、奉献社会。在追逐梦

想的过程中，高考是人生奋斗的

重要一站。希望每一名同学都能

调整好心态，珍惜时间，奋力拼

搏，以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全

力以赴迎战高考，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时，将我 3 5 年前参加高

考 前 夕 写 下 的 励 志诗《 问 》送

给 你 们 ，希 望 能 对 你 们 有 所

补 益 ，以“ 安 知 有 我 否 ？坚 决

得 胜 利 ”的 气 概 夺 取 高 考 的

胜利！

你们的大朋友：哈宝泉
2014年4月8日

问？

全国三万余①，

全省两千七，

全区②共百多，

全县寥无几。

安知有我否？

坚决得胜利！

写于1979年高考前夕

注：①指全国文科考生专科

以上录取人数，下同。

②指聊城地区，现为聊城市。

安知有我否？坚决得胜利

即将走进考场的全体高三的“童

鞋”们：

大家好！一直想在高考前跟

你们说上几句话，分享一些感悟，

送上一些鼓励，这个想法直到下

笔写这封信时才得以实现。今天

距离高考还有66天，写下这封信

送给你们，衷心祝愿你们考试顺

利、人生顺意！

随着教室黑板上的倒计时数

字越来越小，高考的日子越来越

近了，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的心

情是不是与我36年前参加高考前

的心情一样，有对高考的一点小

焦虑，也有对毕业的一点希冀，更

多的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想

虽然时代不同了，但这样的心情

应该差不很多。作家柳青曾说，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

往往只有几步”，古语也讲“行百

里者半九十”，最后一段路往往就

是成败的关键。在这个人生的岔

路口，我想以一个长者和过来人

的身份，送给同学们几句话，希望

能对你们走好青春时期这关键的

几步产生一点帮助，愿你们以后

的人生道路能走得更加顺畅。

第一句话，青春需要梦想。什

么是梦想？《中国合伙人》电影里

有句话，“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

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有梦想，人

生才有目标，才有希望。尤其是在

青春时期，更要做到“心中有梦”，

这样才能规划好自己的人生，才能

在生活的航程中不迷失方向、不放

纵自己、不碌碌无为，不畏艰难、不

怕挫折、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

生，把自己的梦想融入到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

就更有价值、更有力量！

第二句话，人生需要拼搏。生

命之舟因拼搏而前行，就像诗人

汪国真说的那样：“我不去想是否

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

顾风雨兼程。”不经历风雨，怎能

见彩虹，没有拼搏奋斗过的人生

是不完整的人生。希望同学们都

能永葆一颗“拼搏之心”，无论遇

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能做到不气

馁、不妥协、不放弃，用自己的努

力和汗水书写自己的无悔人生。

第三句话，眼界决定境界。眼

界决定着我们的世界，一个人的

眼界有多宽、多远，他的世界也就

有多宽、多远。“坐井观天”是一种

眼界，“一览众山小”又是一种眼

界，但这两者产生的境界相差甚

远。希望同学们努力开阔自己的

眼界，提高自己认识问题、分析问

题的能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

能做到宠辱不惊。要正确对待高

考，高考不是学业的终点，升入大

学也不是唯一的出路，进入职业

院校学习技能同样可以实现人生

价值。

第四句话，自信创造奇迹。一

个人成功的因素中，智力因素只

占20%，而非智力因素占了决定性

的80%。最后这段紧张的日子，是

比基础、比能力、比体力，比胸怀、

比信心、比毅力，比诸多心理素质

的阶段，希望大家调整好自己的

心态，坚信“有志者事竟成，破釜

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

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

吴。”用自信健康的心态创造自己

人生的奇迹！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给你们

的学哥、学姐们写了一封信，把我
36年前考大学时写的一首自勉诗

《问》送给了他们。今年的这个时

候，我同样把这首诗赠给你们：

“全国三万余，全省两千七，全区

共百多，全县寥无几，安知有我

否？坚决得胜利！”希望同学们在

今年的高考中，都能发挥出自己

的最好水平，夺取人生第一场战

役的伟大胜利！

你们的大朋友：哈宝泉
2015年3月31日

青春需要梦想 人生需要拼搏

即将走进考场的全体高三同学

们：

大家好！今年是农历丙申猴

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猴子”代

表聪敏、机智。四代“猴王”、“齐天

大圣”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

有句名言：只有苦练七十二变，才

能笑对八十一难，这说明“猴子”

还代表着执着、拼搏，所以在信的

题目中我用了他的前一句，用来

鼓励你们。你们即将参加人生的

第一次大考，我希望你们像“灵

猴”一样，发挥聪明才智，努力拼

搏进取，坚决打赢高考这场攻坚

战。

今天距离高考还有77天，之

所以选择今天给同学们写信，是

寓意同学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

阳一样，朝气蓬勃，冉冉升起。去

年这个时候，我给你们的学哥和

学姐们写了一封信，送给他们了

四句话。今年我想给同学们分享

一下37年前我参加高考时的一些

感悟，希望你们能够从中受益。

直面困难，狭路相逢勇者胜。

在高考前这最关键的一段时间

里，你们可能会面对这样或那样

的困难，不敢勇于进取和担当。其

实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困

难吓住，没有勇气。毛泽东同志曾

说：“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希望，

要看到光明，更要提高我们的勇

气。”所以，在困难面前，你们要有

勇气，你们要学会逆势而上。困难

再大，要敢于应战，只有经历大浪

淘沙才能独领风骚。狭路相逢勇

者胜，你们要敢于向困难亮剑。

坚持不懈，行百里者半九十。

如果把整个高中阶段比作是一场

战役的话，那么高考就是这场战

役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攻坚战，

高考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

想打赢这场攻坚战、从这“千军万

马”中胜出，光有直面困难的勇气

还不够，还必须有坚持不懈的态

度。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备

考复习到了最艰苦、最关键的时

期，你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用锲而不舍的坚持精神为自己的

中学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最后关

头，越是紧要关头，越需要你们咬

紧牙关坚持到底，不容许有丝毫

的疏忽大意。

一鼓作气，三千越甲可吞吴。

有了直面困难的勇气和坚持不懈

的态度，剩下的是需要调整好自

己的心态，积极健康的心态是走

向成功的第一要诀。在这段时间

里，同学们一定要不怕失败，相信

“水滴石穿”；不惧困苦，相信“铁

杵磨针”；不畏结局，相信“舍我其

谁”。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

是蓬蒿人”的信念，一鼓作气；用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

花”的笃定，直面考试；用“长风破

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心

态，创造奇迹。正所谓，“有志者事

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

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

千越甲可吞吴。”

最后，我把37年前自己参加

高考时写的自勉诗《问》送给同学

们分享———“全国三万余，全省两

千七，全区共百多，全县寥无几，

安知有我否？坚决得胜利！”希望

对你们有所鼓舞，在今年的高考

中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

取得这场攻坚战的伟大胜利！

你们的大朋友：哈宝泉
2016年3月19日

苦练七十二变，坚决打赢高考攻坚战

即将走进考场的全体高三的同学

们：

大家好！这是我第四次给即

将走入考场的你们写信了，当然，

前三次是写给了你们的学哥学姐

们。再过66天你们就要走进考场

了，要实现你们的梦想了，要开始

你们的人生新征程了。我祝你们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今年是聊城教育的“立德树

人”年，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和造

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

良好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事业的

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2014 年

高考前我走进学校与你们的学哥

学姐们共话高考，谈人生、谈理

想，鼓励他们以“安知有我否，坚

决得胜利”的气概夺取胜利；2015

年我送给你们的学哥学姐们四句

话：青春需要梦想，人生需要拼

搏，眼界决定境界，自信创造奇

迹；2016年我用“苦练七十二变，

坚决打赢高考攻坚战”鼓励你们

的学哥学姐们发挥聪明才智，努

力拼搏进取。今年我送给即将走

入考场的你们八个字、四句话：

八个字：格局、胸怀、理想、信

念

四句话：

要成长必须有宏大的格局。

古今中外，凡成就大事者必定格

局宏大！眼界广者其成就必大，眼

界狭者其作为必小。宏大的格局

是大眼界、大智慧、大涵养、大气

度，即以大视角谋划人生，力求站

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棋

局上的大赢家都是格局宏大的

人，是那些有着先予后取的态度、

统筹全局的高度、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的气度的人。人生亦是如此。

诸葛亮“隆中对策三分天下”是大

格局；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是大格局；毛泽东更是大格

局的光辉榜样，他“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眼底九州风雨、笔下

有雷声，携卷登高唱、流韵壮东

风”。你们要向古人、伟人学习，从

青少年时期就要宏大自己的格

局。

要成长必须有宽广的胸怀。

古今中外，凡成就大事者必定胸

怀宽广！胸怀宽广是指气量大、境

界高、底气足，卒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泰山崩于前而

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曹

操“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

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

志者也”；司马光“丈夫临大事，可

否当自决胸怀”；胡耀邦“心在人

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

何必争多得少得”都是说的大胸

怀。只有胸怀宽广才能成大器。

要成长必须有远大的理想。

古今中外，凡成就大事者必定理

想远大！远大理想是对未来的一

种远大抱负和美好的希望。屈原

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诸葛亮说：“夫志当存高

远”；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

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

鬼雄”；习近平讲：“青年一代有理

想、有担当，我们的国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理想是目标、

是号召、是引领、是旗帜，在它的

引导下往前走，你就会觉得有奔

头、有力量、有干劲。只有胸怀远

大志向，才会“文能提笔安天下，

武当上马定乾坤。”

要成长必须有坚定的信念。

古今中外，凡成就大事者必定信

念坚定！柏拉图说：“成功的唯一

秘诀就是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刘

禹锡说：“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

黄沙始到金”；苏轼说：“古之立大

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

韧不拔之志”；蒲松龄说：“有志者

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

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

千越甲可吞吴”；毛泽东说：“胜利

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

中”。信念决定事业成败，只有坚

定，才能成功。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充

满希望的季节。回顾历史，我们聊

城自明清两代就被视为“科目鼎

盛，贤士辈出”之地。当今伟大时

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出更多的

国家栋梁之材？为什么不可以再出

更多的大书法家、大画家、大文学

家、大科学家？为什么不可以再出

更多的泰斗、大师级的人物呢？运

河春水如画，承载着聊城六百万人

对同学们的殷殷期望，它是一条文

化的河、流动的河、美丽的河、繁荣

的河，也一定会成为一条响着朗朗

读书声和捷报频传的河。

“全国三万余，全省两千七，

全区共百多，全县寥无几，安知有

我否？坚决得胜利！”

这是我38年前考大学时写的

一首自勉诗《问》，每年我都赠给

你们的学哥学姐们，今年，我同样

把这首诗赠给你们。只要同学们

“闻鸡起舞撸袖干”，就一定能“雄

鸡高唱凯歌传”！

你们的“大大”朋友：哈宝泉
2017年3月31日

闻鸡起舞撸袖干 雄鸡高唱凯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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