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位作家说，人要读三本
大书：一本是“有字之书”，一
本是“无字之书”，一本是“心
灵之书”。我认为作为开发
商，也应该读好这三本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
我看来，所谓“有字之书”就是
各种专业书籍，具体到开发商
层面，可以认为是各种设计、
建造、施工等方面的书籍。但
是，在这里，我认为把它比喻
为“政府文书”、“政府公文”更
为贴切，再往深处延伸就是调
控政策；“无字之书”亦如武则
天之无字碑，一切功德是非由
后世所评判，对开发商而言，
可称之为口碑；而“心灵之书”
则是“心灵成长”和“内心关
照”，在盖好房子、口碑载道之
后，心灵上得以慰藉和升华，
再反哺建造更好的房子。

那么问题来了，开发商为
什么要读好这三本书呢？

首先，作为一名开发商，
本职工作就是盖房子，这就要
求要具有工匠精神。开卷有
益，努力学好本专业相关知
识，并指导实践，在拿地、设
计、建造、销售等各个环节遵
章守法。再引申就是对调控
政策的执行了，自去年“郑九
条”发布以来，郑州已多次出
台调控政策，开发商要做的就
是紧紧把握中央“房子是用来
住的”这一精神，不无证售房、
不捂盘惜售、不哄抬房价、不
组织违规团购、不搞“阴阳合
同”……我想，这才是当下开
发商读好“有字之书”之根本。

其次，古有武则天立无字

碑，是非功过任后人评判，今
开发商应读“无字之书”。“金
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开
发商要积极面对业主们的评
判，从善如流，不断反思自省，
自我提升。有道是“天下有道
则庶人不议”，建房子也是如
此，只有把房子建好了，老百
姓还会维权、议论你的不好
吗？

最后，“心灵之书”，思想
精神也。人即心，心即道，道
即天，天人合一。物有本末，
事有终始，慎终如始，则无败
事。当读好“有字之书”和“无
字之书”后，开发商将会得到
民众的认可。而这时，有的开
发商会深藏功与名，继续砥砺
前行；而有的会坐拥虚名，止
步不前，这两种精神是不同的
分歧，而心灵得到升华的时
候，会选择前者，而当灵魂得
到凝滞的时候会选择后者。

读三本书容易，读好却不
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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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高考作文题——全国卷Ⅱ

6个古诗句
选 2 个 或 者 3
个，自行立意。

天行健，君
子 以 自 强 不
息。（《周易》）

数 风 流 人
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长路漫
漫之中，个别杰出的团体或者人
物，不断推动着它的脚步向前。在
命运的十字路口，或迷茫、或踟躇、
或徘徊，犹豫不前和来回纠结，本
需要自我进行判断和抉择的，却寄
希望于“高人”的迷津指路。

归去来兮，河南房地产企业不
断走出河南、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
舞台，展现企业的实力和风采，对
于走出去的，是对自我认知的强
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我国
古代传统典籍《周易》中两句广为
流传的话，其中所包含的道理，就
是天和地（即自然万物）的运转刚
强有序，君子应该向天学习处世的
方式和道理以求进步、包含万物，
而这就是在讲求君子内心的自我
强大。

从这样的道理来讲，河南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是强大的“君子”，试
问如果不是内心的强大，如何有走
出去的正商、绿都、永威、鑫苑、康
桥等本土开发商，他们在全国市场
乃至全球市场中，展现的是豫企的
强大自我，不仅是一个企业，更是
一群人、一帮企业、一个族群的代
表。

但发展的道路难道真的是一
帆风顺的吗？未来路上的坎坷和
辛酸，只有前行者自己知道，不为
人说，不愿为人说，不必为人说。
发展道路上，出现的不足与缺陷，
河南房地产企业勇于面对，他们不
避讳、不回避、不隐瞒，就像鲁迅先
生曾说的那句，“必须敢于正视，这
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在这点上，大多数河南房地产企业
做到了，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在金
钱利益的市场中，流出了一股清

流。
归去来兮，灼灼九阳兮，吾何

时归？归去来兮，处处飞花兮，吾
与谁归？

品质、品牌、品德，河南房地产
开发企业在这条道路上砥砺前行，
对于越来越多入驻中原市场的全
国百强房企，河南房企出现在百强
榜上的名字也越来越多，越来越
强。

市场的瞬息万变，政策的加
持，购房者的摇摆不定，这些问题，
都被河南房企一一克服，在历史的
长河中，泛出点点璀璨的浪花。

有人说，这是最坏的时代，时
运不济生不逢时；有人说，这是最
好的时代，大浪淘沙始见金。

要我说，让时代闪光的河南房
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归去来兮自我的强大
□大河楼市考生 吴俊池

高考作文之《大河楼市》版
A

B
据近期一项对来华留学生的调查，他们较为关

注的“中国关键词”有：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
华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
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

请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你所认识的中
国，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要求选好
关键词，使之形成有机的关联；选好角度，明确文体，
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2017高考作文题——全国卷I

由“美丽乡村”为主题，我愿
走笔于一座城市的城改项目，回
看郑州13年来的城中村改造，一
座座新片区礼成，曾经的村落不
在，只有悠悠乡愁留驻。

2016年11月21日，张家村
作为金水区最后一个都市村庄改
造项目开始动工拆迁，郑州四环
内，再无城中村。

当下，北龙湖片区、绿博片
区、白沙片区、龙子湖片区乃至杨
金片区兴盛，三年内，全国一线房
企相继赴郑；三年内，郑州楼盘高
价从破万到破三万；2016年，郑
州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升至2779
亿，仅次于北京、重庆和上海，位
列全国第四……昔日，一半城镇
一半乡村的郑县，今时，已成国家
中心城市。

而城市的进程，都是由一片
乡村变成一座城，一座座大都市
就是一个个“美丽乡村”。

2004年，西史赵村，则打响
了郑州城中村改造的第一枪，也
标志着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的破
冰。从 2004年到 2017年的 13
年的时间里，郑州市区有近200
个城中村进行了改造。

郑州市究竟有多少个城中
村？在“十二五”期间，郑州全市
范围启动拆迁村庄627个，涉及
人口175.65万人，意味着那5年
中，郑州保持着每年拆迁100多
个村的进度。

城中村改造十余年，当年的
西史赵村已经变成如今的高端社
区“普罗旺世”；燕庄化身为商业

中心“曼哈顿”；西关虎屯成为国
贸中心；齐礼闫等均华丽转身为
郑州高档小区典范；如今的陈寨
分别被美景、思念、美盛、丹尼斯
等项目开发商分片“承包”；名门
在郑州诸多项目位置都很好，城
邦、翠园、西岗，均是城中村改造，
尤其是名门翠园，周边生活氛围
也很浓厚，尤其是临近声名远播
的千亩大盘普罗旺世，虽无开盘
消息，但很多人愿意等；市中心的
曼哈顿已旧，但紧邻的沈庄新贵
——融创金水府，东二环的48层
品质高层大宅，又将刷新城改新
模样；惠济的木马村第一批回迁
完毕，项目为碧源月湖，旁边有了
惠济万达；惠济的东赵村城改项
目“万科天伦紫台”；常砦被名门
地产收入囊中；高皇寨为海亮地
产开发loft公寓住宅；刘庄和杓
袁为保利房地产开发、张家村为
瀚宇集团开发、柳林村为昊澜实
业开发、信息学院路的小铺村为
河南祈福明天置业开发……

北三环片区，在享受了金水
老城的带动，而且与北龙湖副
CBD一路之隔，带动着北三环的
价值。除了日渐清晰的北三环片
区外，金水区又一个新区慢慢浮
出水面——金水新区，也叫金水
科教园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杨
金路片区。

这里是新庄村、徐庄村、杨槐
村等多个城改项目所在地。前期
规划的数十家产业园，目前建成
了外包产业园、聚方科技园以及
牛顿国际，在建的有新科技市场、

虹湾医疗产业园等。从最初的变
规划改规划，到后来政策上的倾
斜，地铁的设置，与龙湖连通隧道
的设置，再到后来的进度缓慢，加
之军用码头和污水处理厂的影
响，整个杨金片区的发展一直起
伏，但这里拥有离北龙湖距离近
的区位优势，半径两公里，始终不
容忽视。曾经因为十几个城改安
置项目被人嗤之以鼻的杨金片
区，如今也吸引了泰禾院子、碧桂
园天誉等一线开发商的豪宅项
目，它的未来自然美丽，它的房价
未来也会“美丽”。

还有龙子湖片区、祭城片区
都是从城改起步，渐渐从价值洼
地升为片区新贵。与杨金片区隔
着一条107辅道的龙子湖片区，
永威、正商、泰宏、建业等实力房
企进驻，已步入成熟。更不用说
闻名全国的祭城村改造进程，以
及我们大郑州的东门户——绿博
片区，那是中牟县各个村村落落
的改造，大片大片的绿色交织着
高端社区蔓延开来，辐射出郑州
东方的豪华半径。

2017年4月12日，郑州市政
府接连发布 4 个通告，一举将
163.8公顷集体土地收入囊中，折
合2457亩。其中，征地涉及高新
区、中原区等2区共12个村庄。

郑州四环外，又一次城改大
动作启动。这么多日子以来，我
看遍众多开发商的区域规划图，
看着大片绿化辐射全城，相信不
久的未来，“绿城”回归，郑州告别
雾都，喜迎一座“美丽大乡村”！

楼市高考之“美丽乡村”版
□大河楼市考生 管雪霏

C 2017高考作文题——浙江卷

有位作家说，人要读三本大书：一本是“有
字之书”，一本是“无字之书”，一本是“心灵之
书”。 对此你有什么思考？写一篇文章，对作
家的看法加以评说。 ①题目自拟。②不得少
于800字。

开发商应读好三本书
□大河楼市考生 孙煊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