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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我家在云阳县城里，住
着老旧的平房。每年腊月二十四这天要“扫
年”，就是做一次年末大扫除，而最花力气的
要数厨房。

全家人一起把案板抬到院子里，我和大
妹捏着菜刀使劲刨去上面黑黢黢的老污垢，
清洗、晾干，案板变得白白的了。煤烟熏黑的
墙壁上敷着一层油灰，父亲拿铁刷子刷糙后，
重新涂上白石灰浆。窗户玻璃上沾满厚厚的
油渍像贴了窗纸，妈妈用放了食碱的热水擦
头遍，再用清水清洗，小弟小妹接着用旧报纸
擦干，厨房一下子变得窗明几净了。热热闹
闹的腊月里，一家人开开心心地“扫年”，没觉
得一点累。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工作调动到了万州，
住在单位的筒子楼里，每家的厨房都搭在过道
上，我用一张老式三抽屉书桌兼作灶台和案
板，买一个煤油炉置上，算是厨房了。单身时
懒惰，嫌做饭麻烦不常开伙，平时都吃食堂，星
期天无聊时才瞎弄一顿，又多是白水面条。

和老婆谈恋爱时，她第一次告诉我很喜
欢吃鱼，那天已是下午了。20多年前的鱼不
是随时可以买到，我跑遍了全县城的农贸市
场，也没见到一条。有个卖火锅配菜的摊位
卖一种海产品耗儿鱼，只有10公分大小，总
带个“鱼”字，我买了几条“献殷勤”。

耗儿鱼买回去后才发现姜、蒜、辣椒这些
作料都没有，食用油也早用完了。这并没难

倒我，过道上的厨房里都有。住在筒子楼的
除了我，都已成家，要做饭过日子。家里有人
的我就打个招呼，没人的自己随便拿，这家要
姜，那家拿蒜，他家抓泡椒，一会儿全都齐
了。没光顾的人家，还主动朝我喊：“我这儿
有花椒，要不？”当年筒子楼过道厨房里飘散
着的乐融融的氛围，我老婆看了很羡慕，现在
有时还念道：好温暖哟！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结婚后离开筒子
楼，搬去老婆单位分的两居室新房。那时小
县城还不兴室内装修，我的意识中也只有书
房，布置得整洁、清新、淡雅，看书的闲暇坐在
窗前喝一杯咖啡，觉得已是很惬意的幸福日
子。厨房里的油烟仍然有，但被低噪音的排

风扇卷走了，即使留有少许的油烟敷在贴着
瓷砖的墙壁上，也很容易清洗了。

第一次看外国生活影片时，居然发现他
们的厨房像我的书房一样整洁，并且豪华、漂
亮，光彩照人，没见过的烤箱、微波炉、果汁机
一一尽有，做饭是那么的轻松、简便、快捷，甚
至羡慕灶台上直接安有洗菜盆、水龙头，不像
我的厨房还担心停水预备了水缸，用时要一
瓢一瓢地舀。影片中开敞式厨房和客厅合为
一体，也没见得被油烟熏黑。这在我当年是
根本无法想象的。

后来在杂志上，每每看到图片中一些小
资女人，穿着一件长长的休闲衬衣，腋下夹着
一本时尚杂志，随意而风情地在漂亮的厨房

里喝咖啡，才突然意识到，咖啡并不是一定要
在书房里喝。于是我明白了，在那样的厨房
里，还可以挂上几幅装饰小画框。

2006年来到重庆城里，我买的商品房装
修时，花钱最多的地方是厨房。银灰色的整
体橱柜上不再摆放大大小小的调料瓶，杂乱
的锅碗瓢盆有了专门的归顺位置。强吸抽油
烟机拆洗起来不仅方便，一个电话，厂家的售
后人员会上门服务。早晨起来后时间很紧，
上厕所、刷牙、刮胡子、洗脸，做完这一系列的
事儿，豆浆机已把一粒粒黄豆，神奇地变成了
热腾腾的豆浆……

我没在新厨房挂小画框，老婆拍了几张
我炒菜的照片，放在QQ空间，莫说，那厨房
的味道，真像我第一次在外国生活影片中看
到的一个样儿。

我尽情享受着现在厨房带给我的方便、
快捷，也时时记起老房子厨房扫年时的开心，
留念筒子楼里飘散的乐融融的气氛。

厨房的温馨记忆 陶灵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社会息息相关，同
时代紧密相连。

1960年代，我从重庆市新闻训练班学习
结业后，被分配到重庆日报编辑部工作。但
因为家庭的历史原因，加之长期夜班辛劳和
营养缺乏，我患上了肺结核，四次入院治疗。
七年与疾病抗争，直到1970年代，我才揭掉
了肺结核“帽子”。在身心的双重压力下，我
年纪轻轻的，却变得少言寡语。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破局的解放思想大潮，开
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有如春风化雨，我
也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遇。

当时，我正在重庆日报理论评论部从事
采编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幸能有较
多的机会接触思想理论界的各方面信息，并
参与这方面的报道。我曾多次采写了市委中
心学习组和市里一些地区、部门关于“真理标
准”讨论的报道，并编发了不少理论文章。

1992年春，改革开放处于一个关键时
期，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发表，犹如一声春雷，
振聋发聩，大快人心，坚定了人们坚持改革开
放的信心。我又有幸参加四川省新闻代表

团，于4月奔赴当时的全国首富县顺德（后改
为市）采访，写下了《南行启示录》，连续报道
了顺德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验，意在借他山
之石，助推内地的改革开放。在那风雷激荡、
砥砺奋进的日子里，思想碰撞的火花不时促
我思考，改变着我的认识；一系列改革开放成
果和变化，让我振奋，增强了自信，我感觉自
己像换了个人似的，思想拥有了过去从未有
的活力。

1984年初，鉴于我的工作业绩，还有领
导的信任，我被提拔为理论评论部副主任，按
有的老领导的话说，是要我“多挑点担子”。
为了挑起这付担子，我边工作边自学，参加了
成人大学自考，获得了我认为与我工作相关
的哲学、文学概论、心理学等单科文凭。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鼓起勇气向党
组织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就在年底，
我终于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是一
个为人趋于低调的人，但此时的内心，却有如
潮涌。一种内心的强烈冲动，总想把我在这
股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所思、所感、所得、所盼，
用文字表达出来。于是，我在采编工作之余，
开始涉足杂文，随笔写作。

我熬更守夜，一面刻苦阅读，一面奋笔疾
书。十年下来，竟然写下了几百篇文章，在
《重庆日报》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
青年报》《解放日报》《四川日报》《群言》等报
刊杂志发表。我的家人为我分担了过多的家
务，有时还充当秘书为我整理稿件并充当第
一读者，全力支持我的工作。

1980年代末，我和金践之、秦树艺合著
的《新潮启示录》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诚如该书跋语所言：“作为新闻出版界的编
辑工作者，面对沸腾的生活，面对改革的壮
举，我们已不满足于只当‘编者’，于是，在工
作之余，主动地加入到‘作者’的队伍中去，
用手中这支笔，直抒胸臆，写出脑际之所想，
心中之所感，尽管‘东鳞西爪’，却自觉是做
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有益的事情”。我们的
作品得以问世，是因为赶上了解放思想的好
时机。我们的作品虽是沧海之一粟，但却实
实在在是改革开放这株参天大树结下的一
颗小果实。

感恩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改革开放！致
敬这深刻改变中国也深刻影响世界的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

新潮启示今犹新 聂定华

【我与改革开放】

40年前，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1978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我参加了全国大中专招生考试，也就是
人们常说的78级。我考取的是中专。

四川省涪陵县马鞍公社（改革开放
后已将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乡，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变迁，涪陵县马鞍公社已改为
涪陵新区马鞍街道了），全公社有3个
应届初中毕业班，200余人。我超过录
取线 35 分，被涪陵地区财贸学校录
取。在当年，能考上中专的，也是百里
挑一。

我在家中排行老幺，从小体弱，家
务活都是哥哥姐姐做，生性胆小，劳动
力差，对水田里的蚂蟥特别害怕，听说
读书可以坐办公室，不晒太阳、不淋雨，
也不用下田干活，当然也就不会被蚂蟥
咬了，因此，我在读书上还比较用功，希
望借此改变命运。几个小学同学读书
时的一个比较大的理想，就是当个生产
队长（即现在的村民小组长）或生产队
会计，以免家人被欺负。

怀着当生产队长的理想，我从小学
读到了初中，1977年10月，又迎来国家
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大中专招
生考试的重大决定。正在学校读书的
我，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懵懵懂懂中感
到，上天给了我一个平等竞争的好机
会。

为了迎接难得一遇的大中专招生
考试，1978年的春天，我全身心投入复
习考试中。放学后，我就在自家房屋后
的李子树下，一个人背书做题，饿了就
摘几个半生不熟的李子充饥，到了晚
上，就在昏暗的电灯下读书复习。当
时，农村电压不稳，能有电已很满足，有
时没电，我就在煤油灯下看书，早上起
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每天晚上，手、
脚、脸，到处都是蚊虫咬的包，伴随着蚊
虫的叮咬和酷热，读书依然如故，因为
历史给了我机遇，我得紧紧抓住。

时间很快到了1978年的7月，在老
师的带领下，我来到涪陵第三中学，参
加大中专招生考试，当时，大学和中专
招生的考场是分开的。家里给了我一

元钱，睡的是学生放假后留下的蒲草
席，没有盖的，就和衣而睡，好在七月的
天气也不冷。考两天，买了六张饭票，
花了六毛钱。考前的第一晚，我没去学
校食堂吃饭，吃的是同学卢庆武给的零
食，很少吃零食的我，至今记忆犹新。
为此，很多年后，我和他仍是很好的朋
友。

记得考试的作文是《给归国难侨的
一封信》，我的数学考得比较好，带队老
师刘升高还特别奖励了一个鸡蛋。这
是给他们老师的，他没舍得吃，留下来
给了我。至于鸡蛋是什么味，我早已记
不清了，但这个鸡蛋的情，至今仍记在
我心中。

考试完后，我没在涪陵第三中学吃
晚饭，退了一张饭票，收到一毛钱，就步
行一个多小时回家了。整个考试，总共
花了五毛钱，可能是世界上最便宜的，
也是最节约的。

考完后，在焦急的等待中，我得到
了考分上线的喜讯，然后填志愿、体
检。其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家人怕
没熟人关系，录不到，就带信喊我填县
师范，说把握大些，我也不是不喜欢师
范，我也是老师教出来的，但我的考分
比较高，可以读好一点的学校。就在
犹豫不决中时，我听旁人说读财贸校
要开后门才行，我就想，既然是要开后
门才读得到，肯定是好学校，于是我的
第一志愿就填了涪陵地区财贸学校，
没想到，不久我就收到了该校的录取
通知书。所谓开后门之说，也就不攻
自破。

1978年 10月，我顺利入校就读。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在历经多个岗
位和层级锻炼的同时，又从专科、本科
读到研究生，其间因写作特长，从区县
调到省级单位，主要从事文字工作。由
一个小小的理想，一个农民的儿子，走
到今天，是改革开放成就了我。因此，
我内心充满了感谢，感恩我们这一代人
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难忘的考试 蒋元文

《江边》 油画 谢光跃

我老家在石柱，明末巾帼英雄秦良玉生
活和战斗的地方。七曜山和方斗山与滚滚长
江延绵，横穿县境。有一年，一位来石柱的部
队首长对我说：“你们这里好偏远啊。”他说从
成都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和轮船后才到涪陵
（当时石柱还属于涪陵地区管辖），再到石柱
县，还需要大半天的车船时间。那个时候，我
们去重庆主城，也需要上午坐车先去丰都的
高家镇，再转乘轮船，天黑过涪陵，再经过一
夜，次日清晨才能到朝天门码头。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
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此，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勤劳质朴、
智慧勇敢的土家儿女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凭着一股
滴水穿石的韧劲、滚石上坡的狠劲，书写着
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个动人故事，谱写

了一曲又一曲波澜壮阔、浓墨重彩的壮丽篇
章。

如今我的老家四条高速公路纵横穿境，
动车从我的家门前驶过，我骄傲，我自豪，我
可以坐着动车打个盹儿的时间就去重庆主城
赶场了。早上坐7点多钟的动车，一个小时
就到重庆主城了。逛了李子坝、洪崖洞、朝天
门，吃了解放碑的酸辣粉再去磁器口，转辗到
观音桥步行街看了彩色喷泉，去江北嘴吃了
火锅，喝上几口两江水，再悠哉游哉地到火车
北站乘坐晚上最后一班动车，回到老家也还
不到晚上10点钟。

这，就是改革开放伟大丰绩的一个缩影，
一个例证。在这之前，谁都不会想到这个曾
经非常偏远的地方，也搭上了改革开放的高
速列车，飞奔向前。

山，还是那座山，它叫七曜山。河，还是
那条河，它叫龙河。歌，还是那首歌，它叫

《太阳出来喜洋洋》。望着绵延起伏的群山，
我想到了大山人艰苦创业的历史；望着奔腾
不息的龙河水，我想到了母亲般的胸怀；哼
着啰儿调，我想到了康养大地的厚重和五谷
丰登。

40年，对于一个人，也许很漫长；但对于
一个国家，则是弹指一挥间。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注定是一个浓墨重彩的
新时代：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
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
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
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些可向往可
期待的宏伟蓝图，想想就让人心潮澎湃。

这个新时代，给我们的不仅是希望、憧憬
与期许，更多的是责任、担当、奉献。梦想已
再次启航，让我们一路前行，一起践行，一起
担当，一起分享！

坐着动车去赶场 老高

1981年，我考上了万县师专，现在的重
庆三峡学院前身。

当时农村生活困难，为了我上学，家里不
得不向生产队借了100块现钱。那时出门吃
饭，要带粮票。农民哪有粮票？好在可以用
大米抵，一斤米折一斤粮票，再给几分钱的加
工费。

哥送我上学，学校在长江边的万县市，当
时四川的“成、渝、万”很有名，但没有直达的
火车，我们必须先到成都火车北站，坐火车到
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再从朝天门坐轮船到万
县市十七码头。

途中两天，我哥背着10来斤大米，沿途
进馆子用米换饭。

到了学校办手续，差一样东西：我的粮油
关系。当时不懂，考上了大中专后，就成了吃
商品粮的人，要到粮站转成商品粮户口，办粮

油关系迁移手续。
没有转粮油关系，就没有粮票，学校就不

能供我吃饭。这问题有多严重？
好在办手续的老师十分仁义。他叫我打

条子向学校借粮票，等我哥回去办了手续，转
了粮油关系后，用补发的粮票还。

哥离开时，我千叮万嘱，回家后第一件
事，就是为我办粮油关系，不然我在学校吃
不上饭呵。哥说，一定一定，叫我不要担
心。

哥走后，我天天盼望的就是哥的来信。
一周不见回信。两周不见回信。
我心慌呵，这个月不办好手续，不知下个

月学校还借不借我粮票吃饭？
就在我惶惶不安时，哥的信终于到了，还

有办好的粮油关系转移手续。哥在信里说，
办粮油关系转移手续，得把我的基本口粮交

给粮站，可是我们家粮紧张，要借粮才够数，
所以办迟了。

哎，真没想到，这事儿还恁个复杂。
到了我女儿读大学的2007年，可以转

户口，也可以不转户口，别说粮票，连钱都
不带，学校发录取通知书时，还附有一张银
行卡，把学费、住宿费存进去就行了，多简
单，我送她上大学，办手续就十来分钟的
事。

2011年，我女儿读研，银行卡都不要了，
只给个卡号，转账交学费住宿费，在家就把手
续办好，到校只拿寝室钥匙。

改革开放40年，社会大发展，支付手段
方便简捷多了。我女儿现在卢森堡留学，需
要钱时，我只需在微信上转下账就行了。不
出门，不进银行，这样的事，以前连做梦也想
不到。

两代人的大学缴费记 马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