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个城市，应有所处时代的声

音表达。就像那些在历史中风化了的

城市记忆，只要闭上眼睛、竖起耳朵，

贵阳的民房、 街道就会浮上眼前，随

即感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幸福和

变迁。

作为一名客居者， 在来往贵阳

间，我的耳朵见证了贵阳在工业化

进程中的不凡演绎。 大大小小的建

筑工地， 轰轰烈烈的挖掘机， 指挥

台上响起的开工哨音，鸽群掠过天

空响起的鸽哨……建设， 像是在城

市上空频繁吹响的起床号和冲锋

号。 这种号角演变成了若干新楼

宇、新马路、新公共设施。 在热热闹

闹的声音中， 贵阳的市政建设也逐

渐由单一的号角演变成了宏大的

交响乐。

日复一日地， 耳朵里面的贵阳

城在周而复始地演奏着时代乐章。

车轮声、机械轰鸣、流行音乐以及

各种人声组成的城市之声， 别有一

种铿锵力度， 像动车车轮向前奔跑

时的音律， 很能激发人的想象。 我

有时想， 时代在前进的时候， 不仅

会留下万象更新的物证， 也留下了

声音的印迹， 这种声音伴着光彩、

热度、 力度， 在时代的长河里全面

开花。 有时我也想， 尽管我们无法

抗拒城市的喧嚣， 但这又何妨呢？

贵阳的城市交响， 不正交汇成一支

现代摇滚乐么？

城市的蜕变需要漫长的过程，当

贵阳逐渐长大变强， 我学会了倾听：

城市的蜕变，在市民身边发生。 请记

住城市生长的脆响， 在这些声音里，

贵阳留给我们每个人不一样视角的

故事。

“城市，让明天的生活更美好。 ”

仔细听， 城市之声与大自然之声一样

充满诗意， 关键是你要练就能闻善听

的耳朵。

1978 年至 1988 年、1989 年至 1998

年、1999 年至 2008 年、2009 年至 2018

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我用照片为载体，

以十年为期限，划分为整齐划一的四个

阶段。 每个阶段里那些记忆深刻的照

片，都反映出一个普通家庭对改革开放

的深刻印象。

1978 年至 1988 年， 我 5 岁至 15

岁。 已经不是很清楚地记得自己那段时

间的样子，因为，儿时的我只拍过三张

照片。

一张是黑白照片，是大哥带我们几

个弟弟妹妹去花溪公园玩时拍的。 照片

中的我衣服歪扭，穿着哥哥穿旧的平底

白边布鞋，只是鞋边不白，脚趾那里还

破了个洞……

第二张是全家福，在爸爸出国援助

几内亚建设前，爸妈和我们六兄妹到相

馆拍下第一张黑白合影，这也是妈妈留

下的惟一照片。 听姐姐说，当时我们家

照这张照片时动静还挺大———害怕爸

爸一去不回，所以一定要去照张全家福

做个纪念。 看得出，那天是我们家的大

日子，全家人都细心地打扮过，衣服整

洁，表情严肃。 我也梳了两个冲天辫，还

扎了小纱巾。

第三张是小学毕业照，全班同学和

科任老师在一栋黄砖墙教室前照的。 在

这张照片上，我在班上一个女孩子的嘴

巴处用笔点了个小点， 因为她长得漂

亮，穿得又好看。

1989 年至 1998 年， 我 16 岁至 25

岁， 人生最重要的事都在这十年完成

了。 我不但经历了初升高、高中、高考补

习班、大学两年专科的学习过程，还走

上工作岗位，嫁人生女。

这十年， 我印象深刻的照片真不

少。 一张是我和几个大学同学在校园图

书馆旁的草地上照的，相片中的我们虽

然穿着朴素，素颜出镜，但大家脸上都

洋溢着青春气息。 还有一

张是我工作一年左右身穿

警察制服照的， 那天单位

上举办活动， 同事们在单

位的老楼前排队留影，作

为主持人的我一副自得意

满的模样。

这期间最重要的照片要数婚纱照。

当时的婚纱照主要是室内布景照，为了

省钱，我们只选了三套服装，最后选定

的相册页数也较少。 放了这些年，相册

都有些旧了，但照片上的我们还是那么

年轻好看呢！

1999 年至 2008 年， 我 26 岁至 35

岁， 女儿的照片是这十年最好的收藏

品。 吸取了自己儿时照片少的教训，我

给女儿拍了不少照片： 坐小火车的、喝

饮料的、跑步的、骑马的、头上贴着纱布

的、拿着英语学校奖状的……女儿三岁

和十岁时， 我还带她到相馆照了艺术

照。 女儿三岁的照片做了动画设计，相

片中的小姑娘乖巧可爱；十岁的照片做

成了相册，相册很精美，女儿换了几套

服装，既有酷酷的也有柔美的。 当然，照

片中也少不了我们的合影。

2009 年至 2018 年， 我 36 岁至 45

岁，印象深刻的照片不好选。 前些年用

数码相机照的， 这些年用手机照的，各

种各样的照片大多存在电脑或者移动

硬盘里，洗印出来的很少。 在我的“街

拍” 照片中，路人穿着破洞裤或破洞裙，

这叫时尚；几栋黄砖、红砖矮房掩映在

绿荫中，那是别墅；年轻人拍婚纱照都

流行到景区或街头实景拍摄，像是在拍

电影大片，那叫格调。 在蓝天白云下、青

山绿水间、高楼别墅中、柏油马路边，不

仅是婚纱盛装的新人，连闯入镜头的路

人都能拍得美美的。

最近，我和丈夫说，我们再去拍一

组婚纱照吧！ 我期待，照片中的下一个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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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水滔滔，溪流汇于乌江

黔山毓秀，心学始于龙场

奢香夫人开九驿，首驿设立于此

阳明文化分八派，黔中王门起于龙冈

你看，奢香夫人脚步匆匆，身影矫健

你瞧，阳明先生风尘仆仆，步履铿锵

龙冈山的树，迎风起舞，挺起脊梁

六广河的水，晶莹剔透，静静流淌

山，是文化的厚重；水，是智慧的灵光

一方水土啊，总把一方人文滋养

罗尧典、王肯谷、李崇畯，哪一个不秉承知行合一的理念

张锡林、刘钦向、李祖炎，哪一个不彰显重德修文的善良

修文猕猴桃熟了，毛茸茸的，等你采摘

五湖四海的人来了，笑盈盈的，奔赴龙场

山水相依的村寨，云蒸霞蔚，炊烟袅袅

果园里生态环保的农家乐啊，四季飘香

朋友问我，怎么辨认修文猕猴桃的等次与好坏

我说，不用辨认，因为它们每一个都充满良知光芒

桃源八寨的欢声笑语，还在回荡

“中国魔幻第一漂” 的美名，响彻四方

野生动物园能让你回归自然，与生灵共舞

“心净桃源” 能将尘世中烦躁的心情坦然安放

又或说，你想不出国门就体会异域风情的别致

那好，你可以到苏格兰牧场骑马，滑草，自由徜徉

“心学之源” 的金字招牌已经擦亮

“龙场悟道” 的影响力，远渡重洋

“三地一路” 是修文人民共同的梦想

他们，正向着“三三五五” 的目标，扬帆起航

站在白虎山上的修文阁，把家园回望

古驿龙场的人们生活美满，幸福安康

前人尝曰：十三郡人文此为根本

后人传承，始信阳明文化于此源远流长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 的贵州人文精神

从这里走向世界

“爽爽贵阳” 的美誉从这里流传远方

不忘初心，我们永远在感恩奋进、开拓创

新的路上

牢记使命， 我们三十万人民正携手决胜

同步小康

如今，每当我在饭店面对几十种

菜品点餐犯难时， 每当我在琳琅满

目的菜摊前逛来逛去不知买什么菜

时，回想起过去缺菜、买不到菜的经

历，真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 的感

觉了。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期 ，从记事起就懂得“看菜下饭 ”

的意思 。 那个年代， 不仅粮食紧

张、副食品稀缺，就连佐餐下饭的

菜都成问题 。 在最困难的上世纪

六十年代初期 ， 买菜要凭购菜本

按人头限量供应。 有了购菜本也

不一定管用 ， 蔬菜公司的货柜上

经常都是空荡荡的。 有的人家煮

好饭却没有一丁点下饭菜 ， 只好

“酱油拌饭 ”“辣椒拌饭 ”“煸锅

饭” 轮番来。

我读小学四五年级时，蔬菜供应

稍有缓解， 为解决双职工买菜难的

问题， 蔬菜公司把有限的蔬菜留到

中午十二点再卖。 放学途中要经过

一个蔬菜公司， 妈妈让我每天揣两

角钱在书包里。 放学后，我一路小跑

冲到蔬菜公司的柜台前排队， 常能

买到限量供应的白菜或菠菜。 拎着

菜回家，心里满是喜悦和激动；如果

排了队却没买到菜， 则充满沮丧和

失望。

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为了解决

“下饭菜” 这个每天都要面对的现

实问题，妈妈费尽心思，千方百计变

废为宝， 把旺季的边角废料变为淡

季的美味佳肴。 妈妈勤俭节约的“创

新菜” ，让我们全家苦中作乐地度过

了缺菜的艰难日子。

阳光灿烂的夏季 ， 茄子上市

时，妈妈会把单位食堂扔掉的茄子

蒂全部收回家，细心地把茄子蒂上

的筋骨剔下来， 在簸箕里摊开晒

干，撒上盐装坛，用竹篾压紧。 寒冷

的冬季， 当菜场只有白菜萝卜，甚

至连凭购菜本都买不到白菜萝卜

时， 我们从坛子里抓点茄子蒂，加

点干椒下锅炒好，咸淡适中，带有

微微的酸甜味，夹来一丁点就能刨

下一大碗饭。

在空心菜上市的季节，妈妈单

位食堂的大厨只用叶子部分 ，茎

秆部分就当废料弃之不用了。 妈

妈会用绳子捆扎好空心菜茎秆 ，

带回家洗净切段，撒盐装坛。 等到

缺菜时，只需在锅里放点红椒 ，将

空 心 菜 茎 秆 随 便 翻 炒 几 下 就 装

盘———红的红 ， 绿的绿 ， 脆嫩鲜

香 ，略微酸辣 ，比新鲜的空心菜味

道好吃多了。

缺菜的年代，菜品单一，人多菜

少，再好吃的菜谁也不忍多拈，自然

而然形成了 “看菜多少下筷” 的餐

桌文明和礼貌。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参加工

作， 据说单位食堂在贵阳市还是算

比较好的。 我们到食堂打饭时经常

抱怨：“怎么天天都只有白菜这一样

菜啊？ ” 食堂阿姨答：“我们食堂是

市里要求蔬菜公司保证供应的单

位， 采购员天不亮就守在蔬菜公司

门口抢菜。 你们各人去，连白菜都买

不到！ ”

是啊， 当时连白菜都不好买，哪

有其他菜换口味呢？

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历史性

的巨大变化。 为满足老百姓日益增

长的副食品需求，各地政府把“菜篮

子” 工程作为民心工程、系统工程、

效益工作来抓，“菜篮子” 产销由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形成了选

择多样的买方市场。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 改革

开放四十年， 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

菜场和餐桌上发生的变化。 从粮油、

副食品敞开供应， 到票证告别历史

舞台， 再到餐桌上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丰盛景象。

每天清晨，我在生鲜超市挑选着

犹带晶莹露珠的各种蔬菜， 青翠欲

滴的新鲜模样真是让我爱不释手。

一年四季，茨菰、韭黄 、花菜、西红

柿、丝瓜、茭白、莴笋、豌豆尖琳琅满

目，肉、鱼、禽、蛋类、海鲜、熟食应有

尽有。 每逢周末， 我们姐弟几家聚

会，七碗八碟摆满一大桌子，像旧时

过年过节一样丰盛快乐。 我爹经常

乐呵呵地烧好一大锅红烧肉， 等着

我们回家享用； 妈妈则用紫苏烧鱼

款待亲朋好友。 回想粮油紧缺的年

代，爹妈“省嘴待客” ，似乎已恍如

隔世。

不能不说的是，随着市场菜品的

繁荣兴旺， 我的单位食堂也在锅碗

瓢盆的灶台上“深化改革” ，将单一

的大锅菜改为小炒、蒸菜、炖菜、凉

拌、 小吃、 面点……花色品种上百

样，经济实惠又方便，不仅本单位职

工家属满意， 连周边单位职工和居

民都来我们食堂就餐。

眼下，买菜吃饱不成问题，丰盛

家宴也不稀奇， 菜场上不仅有本地

生产的生鲜、 蛋禽， 还有进口的蔬

菜、瓜果、海鲜。 人们在外用餐的频

率越来越高， 大街小巷上满是大小

饭馆和西餐厅。 我们从吃得饱转向

吃得好、吃得精、吃得健康，从前“有

啥吃啥” 的“菜篮子” ，变成了“吃

啥有啥” 的“百宝箱” 。

“菜篮子” 里看变化

█周清明

赤诚修文

■李半知

改革开放记忆定格在照片里

■孙世琴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星移斗转，

贵州随同兄弟省区市一起搭乘上改

革开放的“时代快车” ，社会经济高

速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脱贫攻

坚成果显著，各族儿女享有越来越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 而我生活了七十

多年的省城贵阳， 自然也是变化巨

大。 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贵

阳市改革开放硕果累累。

一滴水看太阳。 我和我的家庭是

时代洪流中的一滴水，都是改革开放

的受益者。 1979 年，我考上贵州省社

科院的文艺学研究生。 1981 年 10 月

7 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0 年，

我从一家报社总编辑、高级编辑的岗

位上退休。 我和老伴是党员，两个儿

子和媳妇也是党员，大孙女在南方科

大求学，小孙女在贵阳一中就读。

就在今年上半年，我那在公安部

门就职的大儿子和在新闻部门工作

的二儿子先后发来微信，告知他们兄

弟俩分别受单位委派， 担任 2018 中

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安保执

行指挥和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年

会的宣传工作。 孩子们说最近工作

忙，不能回家看望我们。 实际上，儿孙

辈事业和学业有成，这就是我们家庭

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来源，也是他们对

我和老伴最好的孝顺。

还记得当年，出门旅游似乎是遥

不可及的梦想。 如今，我和老伴都已

退休，旅游的足迹遍布全国所有省区

市，到过 30 多个国家。 游览了祖国的

大好河山， 看到了独特的异域风光，

这也只有在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

后方能如愿。

2018，改革开放的不惑之年，中华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正在逐步实现。 按

照总体规划，2035 年， 中国将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现在 ， 我最大的心愿是再活

17 年！

翻天覆地四十年

■龙炘成

聆听多彩的贵阳变奏

■林文钦

记忆中第一次蹭车， 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刚读小学时。

那天，我和父亲要去城里赶集，同

村的根叔刚好开着拖拉机在后头，问

我们去哪儿。 父亲回应道：“根子哥，

我们进城呢！ 你去哪儿呀？ ” 根叔挥挥

手说：“我也去县城拉点水泥沙子，你

们上来吧，我顺道带你们一程！ ”

路面疙疙瘩瘩。 站在拖斗上，一路

晃荡着，我全身的骨头都要抖松了。到

了县城， 父亲客气地拿出一块钱放在

根叔手中。 根叔“嘿嘿” 笑了笑，说了

句“你太客气” ，还真把钱收下了。 路

上， 我对父亲唠叨， 这哪是顺道捎一

程？ 父亲让我住嘴，说谁都不容易，收

点油钱也合理！

1999 年秋， 我到城里读高中后，一

位在县城做小生意的亲友时常会开着自

己的摩托车回村。见到我，他就会让我等

等，坐他的车一起回县城，说可以帮我省

点生活费。那时，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才

十块钱左右， 每蹭一次车就能省两块车

费，可以买一本最喜欢的杂志。

2010 年，我在电话中听老妈说，妹

妹妹夫准备买车了， 家里也想支持两

万元。 但是，妹妹妹夫不想麻烦家里，

拿出这几年的存款买了一台江淮越野

汽车。

以往回老家过春节， 我一般要坐

火车或飞机到贵阳或凯里， 再转几次

车才能回家。妹妹买车后，我还没在网

上抢火车票， 她就打电话给我———反

正都要回老家过年， 在市里接上我一

起开车回去多方便。

此时， 读高中时常被我蹭车的那

位亲友，早已买了一辆奥迪轿车；而根

叔也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 常顺道捎

上出行的乡亲们。人家给根叔油费，他

再也不收了。

这几年，回家过春节，我发现村里

起码有五分之二的人买了小轿车。 正

月间大家走亲访友， 几乎不坐客运车

了，要么自己开车，要么互相蹭车。 我

年后要回单位上班， 也不用清早起床

去村口等班车了， 都是几位堂兄弟直

接送我到市里。

如今，日子越来越好，我这个农家

孩子已在贵阳市区买下了一套新房，

也开始计划买自己的小车了。

蹭车的故事， 跨越近三十载，乡

情、友情、亲情，一路温暖交融相随，见

证了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

展。 而那些乡村车事的小细节，也不经

意驻留在记忆中，成为幸福的瞬间。

乡村车事

■杨文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