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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迁新居圆了安居梦

□陈旭

2009年春天，我从渑池高中退休了。每天读
书、散步、登山、打乒乓球，优哉游哉的同时，也看
到渑池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于是，我又拿起
相机，走进大街小巷，走进市井生活，拍下了数千
张照片，写下了一系列文章。

这 10 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校门前的韶州
路。

1997年 10月，新建的渑池高中从县城西正式
搬迁到位于高速路口的上官庄村 ，教师们多数住
在城里，上下班出了校南门，穿过官庄村，还要曲
曲弯弯绕道马岭村。那时，横亘在校门前的东西
走向的韶州路仅仅是一条狭窄的、短短的土路。

不久，校园西侧的高速引线建成了，校门前韶
州路终于开始动工。每天，坐着颠簸的汽车，看着
公路一点点开挖、延伸，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甭提
有多高兴了。

韶州路是三门峡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渑义一体
化进程的重点项目，也是渑池县委、县政府的“一号
工程”。2017年6月，西起县城韶园，东与义马市的
银杏路对接，全长7.93公里、跨越三座大桥的义渑
快速通道开通了，8分钟就可驱车到达义马。

韶州路道路宽阔，道路两边新修了遥遥相对的
韶州精品游园，还新建了综合文化中心、渑池县中

医院。每天朝霞时分，都是晨练的人，一到晚上，这
条路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有散步的、跳舞唱歌的，还
有在凉亭唠嗑的，就连当初对开路持怀疑态度的沿
路村民，也带着孩子在道路两边惬意嬉戏。晚霞辉
映在韶州路上，景美、人美，已然成了渑池人早晚休
闲、健身的好去处，渑池又多了一张新名片。

我经常在这条路上行走，是这条路10年间不断
发展变化的见证者。这是一条直通义马市的快捷之
路，也是一条直通民心的幸福之路，更是一条可以边
走边放松心情、边行边休闲健身的风景之路。

作为土生土长的渑池人，我爱家乡的山山水
水、一草一木。退休的 10年间，我走进仰韶文化
发源地，走进“中原第一石头城”赵沟村，走进“豫
西最美乡村”柳庄观光园，走进涧河生态园……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
得深沉……”敲击键盘，写下了190多篇文章。

我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只是一个普通的退
休教师。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伴随着共和国的
成长而成长。在 40 年改革
浪潮中，我愿饱蘸激情，继续
用双眼感受新的生活，用文
字书写家乡变化，用心灵讴
歌美好时代。希望我的家乡
越来越美好，人们的生活越
来越美好。6

退休之后

□吴建华

20世纪 70年代，人们的出行还没现在这么便
利，大街上的汽车很少，也没听说过私家车这个名
词，更没有外出旅游的概念。就在那个年代里，一
次出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那年初夏，从南阳老家传来消息：姥爷病了。姥
姥早逝，姥爷的患病使母亲很着急。但她在学校教
着毕业班，学生正面临毕业考试，她一时走不开。于
是便让我带着妹妹和大弟，回南阳去看望姥爷。

开封距离南阳约有400公里路程，当时不通火
车，只有长途汽车可去南阳。我们姐弟三人的汽车
票也要好几元钱，母亲想把钱省下来给姥爷治病，
便想到了搭顺风车去南阳的办法。

母亲班上有位学生姓刘，她的父亲在省第四建
筑公司当司机。虽然总部在开封，但在南阳有工
地，因此常有汽车往返于汴与宛之间。母亲找刘师
傅帮忙，刘师傅说他的卡车明晚正要去南阳拉建筑
材料，到时可捎上我们。

第二天晚上7点，卡车从开封出发了。我们姐
弟与其他几位公司家属一起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席
地而坐，心中充满了新奇。第一次搭乘运输用的卡
车出行，而且省下了路费，心中真是兴奋无比。

那时还没修高速公路，汽车一路行驶，走的都
是省道、县道和乡间公路。大部分路段路况不好，
坑坑洼洼，颠簸难行。我们坐在车厢里，身体随着
汽车的颠簸晃动着。放眼四望，除了天上的点点繁
星，便是路边黑黢黢的田野。最初的新鲜感渐渐褪
去，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疲乏的我们手抱着膝盖，
头趴在腿上，不知不觉都睡着了。

汽车在路上行驶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到达南
阳，谢过刘师傅，我们便去看望了姥爷。好在姥爷的
病并无大碍，在南阳住了几天，我们便要回开封了。

回去的路程，我们还是准备搭顺风车。母亲有
位好友的儿子姓马，在南阳工作，母亲请他帮忙为
我们找车。小马也真有办法，竟然为我们找到了可
以搭乘的火车，但不是客车，而是货车。

那时南阳火车站还没竣工，但已有货车在试运
行。小马领着我们从旁边绕行进站，上了他朋友开
的一列试运行的平板货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并
乘坐这种货车，狭长的平板，两边并没有挡板，大概
是专门用于运输钢材、木料的吧。我们几个人就坐
在空旷的车厢地板上，四周空旷敞阔，视线一览无
余。列车发出一声长鸣，就“轰隆轰隆”地驶出了南
阳。

火车带着风声，越开越快，我们姐弟胆战心惊
地坐在平板车厢的地板上，紧紧地手拉着手，唯恐
一不留神被列车甩下来。小马坐在旁边不停地安
慰我们：“不要怕，只要坐稳别动，不会掉下去的。”
但我们在心里暗暗祈祷：“快些到开封吧，快些到开
封吧！”

一路上都经过了哪些地方，在哪里停留过，我
已全然忘记。只记得在路上转了几次车，搭乘的都
是货车，有平板车，也有闷罐车。在路上辗转行驶
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凌晨才到达开封。

从此，这趟曲折又艰难的出行经历便刻在了我
的心中，每每想起，总会感叹那时的出行不易。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的交通建设有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不论城市还是
乡村，公路都修到了家门口，且路面平整，道路宽
阔，出行非常方便快捷。汽车也早已普及进了千
家万户，有的家庭还不止一辆汽车。去年我们一
家回南阳老家，汽车全程走高速，舒适平坦，令我
们感慨万千。6

探
亲
记

□李树友

前几天恰逢大雪时节，开封气温跌破零度。早
晨，骑车走在街上，寒气逼人，冷风吹在眉头上寒意刺
骨。

来到老父亲家，我首先关心的是暖气热不热。父
亲住的是老旧小区，用的是燃气取暖。用手一摸，暖
气片热乎，屋里也很暖和。父亲也说不冷，暖气开得
太热也受不了，于是他总是让我弟弟将阀门关小一点
儿。

絮叨着，我和父亲就说到了取暖的经历，聊起了
取暖六部曲。

第一部曲，20世纪 60年代煤火台上烤火取暖。
那时候，杨家湖年年结冰，冰层很厚，冰面上滑冰的人
很多。大雪过后，屋檐下的冰柱往往有两三尺长，小
孩子们常常掰下来当冰棍吃。

我们姊妹几个御寒，靠的是母亲做的厚厚的棉
袄、棉裤和刷着桐油底的硬邦邦的棉鞋。早晨起床
时，母亲总是把我们的棉裤在煤火上烤热了才让我们
穿。穿上母亲烤过的棉裤，一下子就不冷了。最难熬
的是寒假，母亲看我们冻得脸蛋通红，流着鼻涕，就破
例捅开煤火，让我们轮流坐在煤火台上烤一会儿火。
一个孩子也就烤十几分钟，另一个孩子还眼巴巴趴在
煤火台边等着呢！

第二部曲，20世纪 70年代锡壶取暖。“打锡壶咧
喝！”这种带着长垣口音的叫卖声，至今我还难以忘怀。
尤其是每每看到父亲给我的那把圆圆的锡壶，
更让我想起当年用锡壶取暖的往事。

我家的几把锡壶都是长垣
锡壶工匠制作的。一辆手推
车，一台风箱，一座小火
炉，一坨铅锡原材料，经
过化锡、浇铸、剪裁、焊
接十几道工序，两三
个小时之后，一把崭
新的锡壶就在他们粗
糙的手中诞生了。围
观的大人小孩一个劲
儿叫好，锡匠古铜色的
脸上也笑逐颜开。

锡壶少，人多。晚上睡
觉前，我们家争夺锡壶是常有的
事。母亲总是把灌满热水的锡壶，先在
孩子们的被窝里暖一会儿，他们再用。殊不知，等
他们用时暖壶早已经不暖了。

第三部曲，20世纪 80年代蜂窝煤炉取暖。用蜂
窝煤炉取暖，是在1982年我的儿子生下来以后，而且
只有我们有这种待遇，母亲他们却没有。主要是蜂窝
煤凭煤本供应，每月定量，有做饭就没有取暖的。

用蜂窝煤炉取暖，也很麻烦。架烟囱，生炉子，晚
上封火，早晨捅炉子倒煤渣等等，非常烦琐。弄不好，
炉子就灭了，煤气中毒的事情年年都会发生。

第四部曲，2000年以后用“炮弹炉”取暖。这是旧
房改造成片拆迁回楼之后的事，实际上是自制暖气。
一台小小的锅炉安置在阳台上，烧热的暖气管通向屋
里的暖气片，住室暖和多了，也干净多了。

烧锅炉是很费力气的事。母亲身体不好，父亲担
起了重任。每年还没有入冬，父亲就四处打听哪里的
煤质优价廉，然后用三轮车一趟接一趟往家里拉。父
亲先把大块的煤砸成均匀的小块备用。然后生炉子，
下煤块，根据温度大小调节水温，掏煤渣，拣煤核，倒煤
渣等等，从早到晚围着锅炉转，没有闲着的时候。

第五部曲，2015年之后，用燃气炉取暖。此时，
大家的环保意识增强，考虑到大气污染、清洁能源，大
家不再用煤做饭取暖。我们家比市里的行动抢先一
步。这样一来，只要控制开关就行，取暖方便多了，父
亲也彻底从烧锅炉的烦恼中解放了。

第六部曲，老旧小区集中供暖改造。父亲从电视
上看到一处老旧小区在社区积极努力下，经过热力公
司连片改造，今年已经开始集中供暖了。他问我：“咱
的小区啥时候也能集中供暖？”我告诉他，这供暖的第
六部曲很快就会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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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春娜

前几天，有老同学在微信群里吆喝：“毕业十
年了，我们聚一聚吧？”

信息很快在沉寂的群中激起千层浪，同学们
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办公桌上的手机不断
发出信息提示，我认真读着每条信息，内心感慨着
时间的流逝。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这么些年，你身边
发生了哪些变化？

无数的留言，涉及五花八门的职业：有人从毛
头小伙子变成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人辞掉“金饭
碗”追求万里白云，有人做生意一次次失败后仍坚
信成功，最终有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现代都市人常说，生活节奏太快，只注意行走
的步伐，忘记这个过程中的幸福和美好了。

是啊，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改革开放以来的
40年间，人们的生活在时光中悄然发生

着变化，衣、食、住、行、购，无不彰
显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和

进步。
每 一 个 经 历 过 的

人，都有着深刻而不同
的体会。

“60 后 ”的 张 迁
前段日子刚办理了退
休手续。她做了近 40
年的会计，从最初的发
粮票、现金到存折、银行

卡，再到今天的网银支
付、手机转账，她觉得“变化

太快了”。有一次在一家饭店
吃饭，无意间看到背后的架子上竟然

放着算盘，服务人员告诉她，这是从旧货市场
淘回来做装饰用的，“那一刻，我终于承认生活已
经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了。”张迁说，刚到单位时，
她是算盘打得最好的人，为了和其他单位的会计
在比赛中取得好名次，她经常蒙着被子在宿舍练
习。再后来，单位给会计室配了一台“大脑袋”电
脑，人人争着用，甚至主动周末加班。如今，迷你
笔记本、大屏幕手机随时随地都能当作办公用具，
而她曾经引以为豪的算盘被作为怀旧展品摆放。

“时代的洪流，改变着每一个行业。”张迁认真
地说。

相比之下，今年 24岁的张川星觉得这是机遇
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大学毕业后，他在深圳一家
网络公司工作，今年 9月回到郑州，准备和朋友一
起开拓自己的小天地。

从记事起，张川星的家里就有座机，大人开始
用小灵通，手机虽然只能打电话、发信息，但足够

让年幼的他充满新奇。后来 MP3、MP5从听歌、
听英语到能看视频、打游戏，QQ作为时代标志性
的出现，都是网络新兴发展的表现。张川星是资
深体验者。

“我与科技一起成长，我的生活就是科技生
活。”十年前，3G正式商用，智能手机走进了张川
星的生活。短短五年后，4G时代来临，互联网全
面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5G离我们也
为时不远了。我相信，未来科技的发展会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更大的惊喜。”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
活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从简单的温饱解决到现
在的营养饮食，餐桌的变化，可以体味生活的变迁。

自古“民以食为天”，百姓餐桌的变化，一日三
餐便可以看出这家人的生活水平，可以看出整个
社会的发展方向。

小韩周末在家做了一桌子菜，从粉蒸肉、炖羊
骨到酱爆虾、地三鲜，南北风味具有。“现在的新鲜
食材，购买便利，那些舌尖上的中华美味，我们老
百姓家的餐桌上都有。”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改
革开放以来的发展。

在他的记忆里，除了正常的冬季菜品，孩子的
零食就是烤红薯、爆米花，糖果要等到过年才能分
到几颗。后来食品行业呈现全面振兴之势，零食才
多了起来，市场也出现了合资食品，跳跳糖、泡泡
糖、炸薯片等这些零食在超市和小卖铺得以可见。

如今，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他的孩子在家门
口就能买到来自欧洲的巧克力、香港的曲奇饼
干。城市里有很多进口超市和专柜，远在千里
之外的海鲜、牛肉、奶制品逐渐成了老百姓的盘
中餐。

新时代的美好，不仅仅是基础生活的满足，
更多体现在日常的细节里。高铁让出行变得舒
适便捷，网络让人们同住“地球村”，即时支付让
生活更有科技感，医疗资源共享让看病变得很
方便……

我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认为，人们衣食住
行的变迁，深刻见证了改革开放 40 年我省发生
的沧桑巨变。中原人民用勤劳、勇敢、智慧书写
着社会变迁和诗意生活，每一个人、每一个家
庭、每一个故事，也都悄然发生着变化，这些变
化是记录时代的重要依据。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
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琴棋书画、
歌舞影视、出国旅行、运动健身等很多曾经觉得

“稀罕”的事情，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我省人民的幸福指数也在节节
攀升。

在平凡的生活中体味人生幸福，在变迁中感
受经济发展，未来生活将会更美好。“国家的政策
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张
迁高兴地说。

40年的时光，有没有惊艳你的岁月呢？2

身边事看变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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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让人们的生活更便捷

家庭医生助推健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