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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红的旗帜浩荡的风
——庆祝建党97周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2018 年，改革开放走过了 40个年头，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也已进入新时代。

回想40年前的往事，感觉如在眼前；追忆40
年的历史，变化天翻地覆。

1978年 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当年我小学毕业
升入初中。我们这一届，是“全日制十年制”教学
改革实行后的第一届，教材也开始全国统一。当
时实行的十年制，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二
年。实际上，说是十年制，很快高中也改为三年，
我们这一届一共读了 11年。这样，1983年就没
了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一年参加高考的基本都是
复习生。因此，1981年进入高中的，1984年进入
大学的，是接受全国统一教材正规教学的第一届。

198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 10个年头。我从
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离开天津来到郑州，正式走
上工作岗位。我上大学的这段时间，恰值西风东
渐，学术界以至全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今天回头
看，这是一个思想大于学术的年代，大家脑子里基
本没有条条框框，兼收并蓄地接受各种新思想、新
理论，并大胆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今天的情况则
是，处处讲学术规范，这本身当然也没什么错，问

题在于手段被当成了目的，论文总是千篇一律地
梳理别人的成果，用现成的理论框架现实，却没有
自己的思想，造成了学术垃圾泛滥的局面。我所
从事的文学评论之所以广受质疑，原因大概也在
这里。实际上在我毕业的1988年，文学已不像我
读大学时那样受到全社会狂热的追捧。我毕业后
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担任河南省文联《当代人报》
的编辑、记者。《当代人报》当时号称全国第一家纪
实文学报，主要发纪实文学作品。该报原名《文艺
百家报》，我去的时候刚刚改刊，由主要介绍文艺
家和文艺作品，改为主要介绍企业家，并成立了河
南省文艺家企业家联谊会。坦率地讲，这种名为
采访实则到处拉广告的工作，我虽然也能取得不
错的成绩，但内心极不适应而且反感。好在很快
该报就停刊了，我转岗到文艺理论研究室，专业从
事文学评论工作，直到今天。

199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 20个年头。这一
年，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BBS上贴出
并迅速在网络走红，1998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
网络文学元年”。应该说，中国网络文学的繁荣发
展，正是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打开
了封闭的国门，新技术被引进，互联网进入中国；

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使过去僵化的文
学观念被打破，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断创新发
展；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中国人民基本解
决了温饱问题，开始有了更大的文化需求，为网络
文学的发育培养了庞大的读者群；改革开放使中
国市场经济充分发育，类型小说因此在中国发展
并繁荣起来。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
网络文学的发展繁荣。也正是在这一年，1995年
已经下文但一直未实际成立的河南省文学院正式
对外以现在的名称开展工作，我从一名普通的研
究人员到主持工作，在这里走过了整整20年。也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关注网络对文学、对社
会、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开始撰写相关论文，也开
始编撰网络技术的专业书籍，没想到这对以后我
的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 30个年头。这个
时候的中国，已经富起来了，国力日益强盛。虽
然有汶川大地震的发生，全国人民还是表现出了
空前的团结和信心，迅速完成抗震救灾，并成功
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向全世界成功展示了中国繁
荣富裕的新形象。这一年，我开始实际主持河南
省文学院的日常工作；同时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成立，我作为副主席承担了大量日常工作，并
与孙荪先生一起创作完成了《走在重振雄风的路
上——改革开放30年的河南文艺》一书，对新时
期河南文艺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梳理。

201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 40个年头。这时
的中国已经开始从努力“富起来”向努力“强起
来”转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迈步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年，中国网络文学
经过了 20年的发展，类型小说空前繁荣，在世
界范围内独树一帜。中国作协根据中央批准的
《中国作协深化改革方案》，正式成立了网络文
学中心，承担联络、协调、服务、管理、团结、引导
网络作家并进行网络文学研究评论的职能，进
一步推动网络文学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我有
幸被中国作协选中，挂职担任中国作协网络文
学中心主任。

网络文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党和国家对此又
高度重视，这对网络文学和我个人来说都是难得
的机遇。但网络文学相关工作无成规可循，我又
初到新部门，自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无论如何，
在新时代，我会自觉担负起新使命，力争有新的
作为。3

“这么高的楼得住多少人，吃多少粮食啊！”
春日，城市难得的艳阳天，驾车拉着母亲兜

风，指点东区那些高大建筑给她看。没想到母亲
的目光与那些布满无数门窗的楼层相遇，开口就
说了这样一句话，要知道，母亲退休前是一名中学
教师，担任语文、美术课程。即使随女儿住进水泥丛
林的城市，也不时会从小区树下、公园路旁捡回几片
落叶花瓣，放在床头欣赏。说出这样的“俗语”，也许
是老人家第一次看到密集建筑的直接反应。

深里想，其实吃饭问题，是母亲一生最为伤
神劳形的事情。

记事起，就赶上饥饿年代，孩童时期印象最
深刻的，就是母亲千方百计觅食的身影，那是舌
尖上能够品味的记忆。作为父母都是教师的家
庭，虽然有定时供应的“商品粮”，但是从我们兄
妹各自的学校幼儿园七折八扣下来，已是寥寥无
几，母亲却总是有办法让干瘪的粮袋变成大锅大
盆的食物。一小碗米，先在开水里煮成半熟，捞
出篦水，把几根大萝卜剁成细丝铺锅底，再将已
经充分膨胀的米粒铺上焖熟，揭开锅盖拌匀就成
了一大锅萝卜饭，加上先前煮米的一大盆汤水，
足以满足围桌而坐的嘴巴。供应粮中难以下咽
的红薯面，母亲会用开水烫到发黏，掺进能找到
的各种菜叶子，在干锅上贴成大饼，还有豆腐渣

蒸槐花，麦麸红薯叶菜团子……最开心的是母亲
在学校带头把自己的课上到了田野上，在刚刚
返青的田垄里，教学生什么叫芥菜、面条菜；在
收割后的麦茬地捡麦穗，秋天的玉米地里，更是
有不结穗的甜秆，挖剩下的薯块，草丛里黑紫的
藤果……甚至有一种叶子扎手的茅草，轻轻把
中间的嫩芯抽出来，把地下雪白的根挖出来，当
场大嚼品尝一种新鲜的甘甜。那一年，就母亲班
上没有饥饿晕倒的学生……

一日三餐中，母亲老了，厨房已经不是她的领
地，吃的智慧却依然不断在家庭出现。餐桌上，她
会说炒菜搁的油太多了，菠菜根咋能丢掉，粮食要
先用水泡泡再下锅，省火出饭，更不用说剩饭剩
菜，那是万万不可在她面前丢掉的。90岁的老母
亲已经叫不出亲戚熟人的名字了，却还在我们找
不到糖果饼干时，准确说出在哪个柜子角上，哪个
抽屉盒子里。有一次，小阿姨熬稀饭找不到小米，
母亲硬是从她放衣服的地方拖出一个袋子，对小
姑娘耳语：“用过藏好啊，他们可浪费哦！”

也许，我这个做记者的女儿，应该告诉这么
多年守在家里的母亲，改革开放40年后，咱们中
原大河南已经成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粮食总
产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小麦产量占全国的四分
之一，河南人不但没有粮食之忧，我们还要为全

国人吃饱担保呢；也许，需要母亲游览的，是中储
粮在郑州郊区的仓库群，那些抬头不见顶的大粮
仓，需要用吊车、用传送带把金黄的稻米，饱满的
麦粒送进库房，现在让人费神的，是怎样让这些
粮食经年累月新鲜如初；或者更直接，让母亲到
已经有 20年历史的速冻食品厂看看，那些一眼
望不到头的自动生产线上，滚滚而来的包子饺
子、馒头油条，会解除老人家大楼里那么多人吃
什么的焦虑，告诉她，全国人吃的10个水饺中有
5个来自河南，4个大白馍中有1个来自河南……

一定要让母亲知道，这40年，中国共产党是
如何带领全国人民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富裕走向
富强的！一直萦绕于怀的这个想法，还是有一天
在饭桌上被打消。那天，朋友之间说到亲情，开
玩笑似的告诉我：“知道先生对你咋评价吗？我
太太早上睁眼就说，今天吃啥！”

什么时候，不知不觉中，我在富足的年代也
成了当年的母亲。当然，毋庸置疑，我们当今的
吃什么，是想法子怎样换口味吃得更新奇，怎样
为养生吃得更健康，可终究也是为食谋啊！想到
此，不禁豁然开朗，“民以食为天”，哪个母亲的头
上，都有这样一片天，它与生俱来，爱之愈切，虑
之愈深。

让我们的母亲永远安心地拥有那片天。3

□张鲜明

大地总有最先萌芽的种子
天空总有最早亮起的星辰
领头羊永远走在前列
领头雁时刻引领雁阵
此刻，摊开改革开放的路线图
追寻中国大地上
那繁花般的脚印
我看到了辽阔地平线上
那光芒四射的
身影
啊，这是一个顶天立地
隆隆前行的
方阵
他们的名字叫——
中国共产党人
仰望着这支
冲锋在前的大军
我深深地理解了一个词：
先锋

啊，先锋
这是一群探路的人
为了给中华民族寻找复兴之路
在黎明之前
他们早早地起身
跋涉千山万水
滚过数不清的地雷阵
中国共产党人
拼将一腔热血和无数生命
换来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然后，作为开路先锋
带领中国人民
向着美好的明天
一路高歌
砥砺奋进

可是，探路者的角色
注定最具挑战性
虽有蓝图在手
寻梦的征程
却从来没有现成的路径
就像大河总能自我净化
就像凤凰总能浴火重生
4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
挣脱脚下的羁绊
弹去身上的灰尘
一支爬过雪山的队伍
从来不怕寻找新的路径
定然会像冲出腊子口那样
杀出一条血路
一个以解放者的姿态巍然屹立的政党
本来就是为革命和变革而生
定然会像《国际歌》所唱的那样
让思想冲破牢笼
改革，改革，改革
开放，开放，开放
革除一切不符合发展规律的弊端
探索一切通向文明与进步的途径
打开国门
笑迎八方来风

找到新的路径
天广地阔，万象一新
我们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又一次吹响集结号
进行新的长征
看啊，整个天地都动员起来了——
天空
睁大新奇的眼睛
瞭望世界美景
洞察五洲风云
大地
喷涌庄稼
喷涌黄金
喷涌春笋般的工厂和蘑菇般的城镇
江海
日夜汹涌
那是亿万颗激越的心灵
在澎湃，在歌吟
整个中国
是一个无边的建设工地
灯火烛天
日夜喧腾
中华民族
是一支浩荡的大军
向着世界舞台的中央
全速挺进
看啊，我们的前方
像太阳一样耀眼的中国梦
正冉冉上升
看啊，我们的脚下
如丝绸一般飘展着的大路
通向四海，高耸入云

跑啊，跑起来
沿着脚下这条宽宽的大路
向前
冲锋
让我们领跑世界
我们是人类的先锋3

四十年前我二十岁

父亲把庄稼种得郁郁葱葱

母亲的纺车

在月光下嘤嘤嗡嗡

三十年前我三十岁

乡中任教，上课下课校园回荡着清脆钟声

学子心无旁骛

春夏秋冬披星戴月苦练高飞硬功

二十年前我四十岁

成长为党的忠诚卫士

为森林修剪枝杈，像啄木鸟每天除虫

保驾好干部建功立业信仰笃定

十年前我五十岁

见证了城乡发展气势如虹

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创新引领

蓬勃如春笋出土，沐浴阳光东风

今年我六十岁

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圆了少时热盼的梦一一

当年母亲编织的云锦已融入长长丝路

农业现代化告慰父亲笃爱田园的笑容

青春时代国家繁荣昌盛的期许

正在一一变为现实 那是

九天揽月深海捉鳖的美丽弧线

墨子卫星量子计算机纵横寰宇如影如风

中国天眼洞悉星际射电密码追寻外星行迹

航母编队迎风击浪走向蔚蓝红旗猎猎生风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想让大海退回到湖泊

中国智慧启示世界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啊，四十年

植入平原沃野的林木早已伟岸挺拔

山川河流见证了凤凰涅槃后的翱翔升腾

青藏高原格桑花更加灿烂珠穆朗玛峰还在长高

一路跋涉栉风沐雨日夜兼程

党旗始终凝聚着井冈精神和延安辉煌的红

依然如1921年嘉兴南湖那轮旭日的鲜活生动3

一
初生的婴儿睁开眼睛，阳光温柔地照进屋

子，每个角落都是明亮的，灿烂的。刚刚下过了
一场雪，洁白的雪花映衬着暗红色的窗格，有种
童话般的美好意境。偶有麻雀驻足，扑棱着翅
膀，更显出一分宁静。

胖胖的小脸上绽放出一朵微笑，这是最初的
那一朵，后来，就有第二朵，第三朵……像是有感
应似的，像是知道自己的出生恰逢其时，像是知
道此后的人生都是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这是 1979 年的 12月。一股浩荡的风从一
年前吹过，带着春风的和煦，夏风的热烈，秋风的
爽朗，到这个冬天，一切都是明澈的，清晰的，整
个华夏神州都在坚定地谱写崭新的诗篇。

她还不知道这些，不知道那些关于国家命运
的宏大主题，不知道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不知
道自己的父辈曾有过的辉煌与失落，坎坷和磨
难，更不知道贫穷与饥渴的滋味。

没有人告诉她，就在这一年，一切都不一样
了。若干年之后，她会仰起头，在房梁上看到新
屋落成的日期：1979年 1月；若干年后，她会知道
初中毕业回家务农的三叔是在这一年考上名牌
大学，成为乡间的传奇；若干年后，她会明白自己
是怎么从小就被这些家族故事滋养，而自己和哥
哥姐姐们又被寄予了怎样的希望。

这是一个一出生就住在新房子里的女孩，一出
生就贴着地气，被肥沃土地里最朴素的粮食和蔬菜
喂养，被浓浓的爱包围着，一出生就无忧无虑，只需
要埋头读书认真学习就能获得赞誉的女孩。

何其幸运！
二

18 岁的高中生睁开眼睛，落日余晖透过青
色的纱窗斜斜地洒在身上，窗外，知了此起彼伏
地鸣叫，给人安心的感觉。

意识到一切都告一段落，所有的匆忙和紧张，
所有的刻苦与辛劳，所有的提心和吊胆。高考已
经结束，志愿提前填过，在静静等待成绩出炉。

她听到欢快的脚步声，姐姐喊着她的小名冲
进来，兴奋地说，你考了全县第一名。她欢喜，但
不觉得意外。当一个人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去
拼搏，那么结果无论如何都在料想之中。

那是 1997年的夏天，空气里飘荡着草木的
香味，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的日子就要

到来，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都已不
远。她渴望着生活：飞扬，沉思，燃烧。

她记得那一年初春时节的料峭寒意。1997
年 2月 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
志逝世，她和毕业班的同学们一起，在电视屏幕
前看着他的笑容和身影落泪，发自内心地感激、
称颂与怀念。

这位巨人唯一的遗憾应该是没有亲眼看到
香港回归。这一年的 7月 1日零点，当鲜艳的五
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冉冉升起，亿万双眼睛一起
行注目礼。那个瞬间，永载史册。那个瞬间，她
从心底赞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英明，同时为祖
国的繁荣昌盛深感自豪和骄傲。

这年秋天，她要离开自家美丽的小院了。这
是1989年盖的一处新宅，崭新的两层楼房，东西
两侧各有一个楼梯，被长长的天桥连接着，通向
二层。每个暑期，她总爱坐在天桥上，安静地看
书做作业。头顶上，高大的泡桐树伸展着枝叶。
天气晴好时，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下来；雨
天，坐着听滴滴答答的声音，也不用担心会被淋
到。这是父亲亲手绘制图纸，设计出的别致样
式。很多年里，一直被人津津乐道。

可不是一直生活在美好的田园梦里吗？那
些年，父亲在省城工作，家里的物质条件随着父
亲的每一次归来逐年改善。1987年就有了14英
寸的黄河牌彩色电视机，舒适的沙发，飞鸽牌自
行车等等。等到搬了新家，家具都是定制的，手
工雕刻了花鸟图案。在老院子里，是和高大的国
槐、遒劲的无花果树为伴；在新院子里，是与石
榴、梨树、满架葡萄等一院子的果树相依，生活恰
如这春华秋实，踏实圆满。

这一年 9月，父亲亲自送她去上大学，坐火
车，转汽车，陪她报到，帮她安顿好宿舍，买齐生
活用品，这才放心地返回。她被人宠爱惯了，并
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父亲离开时，只觉得舍不
得，还哭了一场。

多年后，回想起来，她才明白，父亲最好的年
华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
读书是他埋在心底的梦想。从18年前三弟考上
名牌大学，他身为大哥就鼓励他一直读下去，读
到博士，博士后；后来，大儿子、二女儿相继考上
大学，到小女儿，以出色的成绩考画上圆满的句
号。他怎么能不扬眉吐气呢？

三
29 岁的女子睁开眼睛，意识到是在长途汽

车里。车窗外是静谧的夜。车载电视里却是流
光溢彩，掌声雷动。

这是 2008 年 8 月 8 日晚，她和爱人赶赴日
照海岛拍婚纱照。车里坐了十来对情侣，空气
里荡漾着甜蜜、幸福的味道。他们都准备好了
数套情侣装，婚纱礼服，各种饰品，要在海边留
下最美的瞬间。

正是那一晚，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盛大举行。
“鸟巢”里，奥林匹克火炬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
煌历史、灿烂文明相互辉映，全世界都在瞩目。
岂止是赞叹，岂止是震撼，每个人的梦想、体育强
国梦都与中国梦紧密相连。

她一直记得，那时他们怎样欢喜着，在海滩上
画下大大的心形图案，摆出最时尚的造型，宛若在
拍电影大片。那时，心里满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
憧憬，不会想到自己是在享受改革开放的果实。

是的，当我回首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才恍
悟自己踏出的每一步都和着改革开放的节拍。

如今，又一个 10年过去。改革开放 40年，
我也即将 40岁。每一次睁开眼睛，似乎都会看
到不同的风景。

是所处的城市日渐变得漂亮了吗？是房子
越换越宽敞了吗？是孩子在一天一个样地茁壮
成长吗？是自己在忙碌中坚持，热爱中努力，终
于更加坚定梦想的方向了吗？

每当仰起头，会看到，是一个叫中国共产党
的伟大政党为我们撑起了广阔无垠的蔚蓝天空，
为我们点亮了一盏盏心灯；是一个叫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伟岸身影，一直敞开怀抱，精神抖擞，在民
族复兴的道路上，向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编
织梦想和希望！

就在数天前，76岁的父亲已经办好了去欧
洲的签证，正准备他的暑期旅行。也许，当我在
某个时刻睁开眼睛，会看到父亲通过手机微信发
来的照片，他也许是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上眺望，
也许是在大英博物馆驻足，又或者，是在阿尔卑
斯山上欢呼呢！3

我与时代同步走

母亲的那片天

每一次睁开眼睛

先锋，先锋！

□冻凤秋

□刘先琴

□何弘

见证四十年

□海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