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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在我身边

我出生于 1976 年袁 生长在贫困县
的一个农村遥 我记事时中国正沐浴在
改革开放的春风里遥 一路走来袁 目睹
改革开放 40 年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其间
的感触已不能简单地用 野惊讶冶 来形
容遥
在我孩提时代袁 母亲经常跟我聊
天袁 讲述着她的故事遥 那时候还是计
划经济袁 物资紧缺袁 买东西都是凭票袁
油票尧 粮票尧 布票袁 没有相应的票是
不能买东西的遥 母亲家姊妹五个袁 总
是老大的衣服老二穿袁 老二穿完老三
穿袁 一直穿到破了才不穿遥 母亲排行
老三袁 有两个姐姐尧 两个妹妹遥 所以
她是没有新衣服穿的袁 都是穿我大姨尧
二姨的衣服遥 后来大姨定亲的时候袁
男方送来布料作为聘礼袁 姨妈做了新
衣袁 剩余的布料也给我母亲做了一件遥
母亲很高兴袁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拿出
来穿遥
有一次袁 母亲走亲戚时袁 舍不得
在路上穿那件新衣服袁 怕走路的时候
把裤腿磨破了尧 弄脏了袁 就把新衣服
放到挑的篓子里袁 等到了亲戚家再换袁
可是到了姨妈家袁 发现篓子里的新衣

服不见了袁 便哭了起来遥 每次说起这
件事袁 母亲的神情总是很复杂遥 随着
生活条件的改善袁 现在母亲不光每年
能穿上新衣服袁 还在淘宝上选购自己
喜欢的衣服袁 用她的话说就是袁 现在
衣服穿都穿不完遥
楼上楼下袁 电灯电话袁 童年时总
感觉是很遥远的事袁 如今袁 曾经的梦
想就在身边遥 记得那是在 1985 年我上
小学的时候袁 家里每月可以分得一斤
煤油袁 母亲就用火纸裹成的捻子和空
墨水瓶做成了一盏煤油灯袁 供全家照
明用遥 一次袁 我嫌灯光太暗袁 便和弟
弟争着要把灯靠近自己袁 弟弟也不相
让袁 在争吵的过程中袁 一不小心把煤
油灯打翻了袁 着火的灯捻还烫伤了弟
弟的手指遥 母亲气急了袁 拿起扫帚对
着我的屁股狠狠地打了几下袁 把我打
得哇哇直叫袁 打完后袁 母亲搂着受伤
的弟弟唉声叹气遥 黑暗中袁 我分明看
到母亲眼中的泪花噎噎
后来煤油供应不限量了袁 但电灯
仍是母亲心中的期盼遥 又过了三年袁
电线杆架到了家门口袁 用上电灯的奢
望就这么变成了现实袁 母亲尧 弟弟和

我显得异常兴奋遥 后来家里的电器越
来越多袁 电视机尧 洗衣机尧 空调尧 微
波炉等等袁 农村基本每家都有遥 40 年
从无到有袁 从有到齐袁 家里的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而这变化也记
录着我成长的轨迹遥
要想富袁 先修路遥 1992 年袁 这句
口号在农村大街的墙上随处可见遥 对
于贫穷的农村来说袁 当时袁 村与村尧
村与乡镇尧 乡镇与县城之间基本都是
崎岖的泥路袁 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可是
求之不得的遥 我初中时袁 需要到附近
乡镇上学袁那时候基本都是骑着二八自
行车袁每天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袁风和
日丽的日子虽然尘土飞扬尧 颠颠簸簸袁
但也不觉得路难走遥 但是每年雨季时袁
只要一下雨袁我们只能步行袁偶尔赶在
路上下雨那就惨了袁两个车轱辘全都沾
上了泥土袁推都推不动袁只能扛着车走遥
雨水和汗水交织袁那才叫真正的野落汤
鸡冶遥 要是像书上说的那样袁修了公路尧
通了公交车袁那该多好啊浴
1996 年袁 家乡的变化开始加速袁各
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遥 我
上学的路由窄变宽尧 由弯变直袁 铺上

沥青袁 一条通往幸福的大路就呈现在
我们面前遥 不仅如此袁 从我们村到县
城的路也修好 了袁 父亲说我有福气袁
赶上了好时机袁 因为那一年我考到县
城的第一中学读高中遥 紧接着袁 村村
通工程开始了袁 公路连成了网袁 农村
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通了水泥路袁 村
村都有每天往返于县城的班车遥 农村
的夜也不再黑暗袁 路边安上了路灯遥
道路的修通也让农民脱了贫致了富袁
2014 年邢衡高速公路全线贯通袁 从我
家到高速也就十几公里袁 出行更方便袁
农民的日子也愈加红火浴 家乡的路袁是
家乡经济飞速发展尧 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尧 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尧共建和谐社会
的一个小小缩影遥
以小见大袁家乡的变迁袁只不过是
千千万万个家庭变化的印证遥40 年的卧
薪尝胆尧沧海桑田袁40 年的凤凰涅槃尧巨
龙腾飞袁改革开放以雷霆万钧之势扭转
乾坤袁使国计民生今非昔比尧翻天覆地尧
焕然一新遥 野改革不停顿尧开放不止步冶袁
决胜改革开放行稳致远尧正在路上遥 忆
往昔峥嵘岁月尧 观今朝前程似锦袁 幸
福像花儿一样袁 芬芳馥郁袁 明媚鲜艳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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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袁 央视第四季 叶中国诗词大会曳 完美
落幕袁 获得这一赛事冠军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
孩袁 她叫陈更遥 这名唯一一个连续四年参加诗词
大会袁 十四次登上中国诗词大会主舞台的选手值
得我们为之鼓掌喝彩遥
梦想虽然有时会迟到袁 但是从来不会缺席遥
陈更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遥 从第一次登上第一
季中国诗词大会比赛的舞台袁 一直到第四季袁 每
一季都可以看到这个集结了中国诗词之美的女孩遥
连续四年参加中国诗词大会袁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
失败袁 她都没有轻言放弃袁 相反愈挫愈勇遥 她深
知诗词是中华文化极具韵味的精神和情感表达遥
她用心诵读袁 用笔撰写袁 用情抒怀袁 努力将诗词
这一民族文化的精粹不断传承弘扬遥 也正是这般
磨砺袁 成就了非凡的陈更遥 正是她不断地坚持梦
想袁 坚定方向袁 才让我们看到她绽放出的美丽光
彩遥
野从理工科的北大女博士到风花雪月的诗词女
神冶袁 四年来袁 中国诗词大会舞台上的陈更如清莲
般出淤泥而不染袁 濯清涟而不妖遥 她优雅知性尧
淡定从容袁 因为岁月带走的都是泥沙袁 留存她心
中的皆是诗词文化的厚重袁 皆为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髓遥 在她心中袁 学习诗词就是坚定文化自
信袁 这是一股更深沉尧 更持久的精神力量遥 诗词
文化里蕴含着独特的中国精神尧 中国风格袁 学习
诗词袁 从诗词中汲取营养袁 这就是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同和发扬遥
陈更的诗词大会之旅袁 让每个人想到追求梦
想尧 不甘落后的自己遥 我们虽然没有天赋异禀的
支撑袁 但也可以凭借 野天生我材必有用冶 的豪迈袁
勇往直前曰 尽管没有家境时运的助力袁 但也可以
挥洒 野直挂云帆济沧海冶 的豪情袁 披荆斩棘遥 愿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努力前行尧 奋力奔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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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运动歌

球友们袁快行动起来袁
莫辜负这大好的春光遥
听吧袁乒乓的声响在回荡曰
看吧袁桌台前灵动的身样遥
我们不分性别袁
不论职务高低遥
老同志展示坚韧耐力袁
新战士表现浓厚兴趣遥
我们身体健康袁心情舒畅袁
我们热情奔放袁意志坚强袁

我们献身煤勘珍惜韶光袁
在事业疆场上书写激昂遥
球友们袁快行动起来袁
利用好早午晚的间歇袁
周六日更有大段时光袁
队伍在壮大谁还彷徨遥
球友们袁快行动起来袁
青春在运动中熠熠闪光袁
年轮在锻炼中道道坚强袁
生活在乒乓中日日鲜亮遥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井冈山中煤宾馆
渊三星级冤位于井冈山茨坪镇袁毗邻北山烈
士陵园尧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尧毛泽东故居等红色教育资源遥
中煤宾馆井冈山红色初心干部教育培训中心是江西省
煤田地质局所管辖的培训机构袁可根据学员职业尧年龄等不
同特点和需求量身定制教学课程遥
培训中心以野井冈山精神传承冶为主线袁依托红色资源袁
开展现场教学袁通过烈士后人讲述尧扮演红军战士尧瞻仰革

命圣地袁挖掘内涵尧净化心灵尧铸就精神袁让学员学用结合尧
学有所思尧学有所获袁传承和弘扬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袁立志
走好今天路袁不忘初心再长征遥
培训中心占地 11 亩袁建筑面积 6800 平方米遥现有标准
间 95 间袁套房 6 间袁单间 3 间袁会议室 4 个遥可同时满足会
议尧演艺尧学术论坛尧互动教学的需要袁是理想的会议尧培训
和高端论坛的举办场所遥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到井冈山中煤宾馆开展培训活动浴

培训中心主任院陈雪林 手机院13707069511 18079669688 座机院0796-6551048 地址院井冈山风景区茨坪镇长坑路 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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