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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说：潮流十年一轮回。潮流时尚
的变迁不仅是裤腿形状的螺旋式上升或下
降，也不单单是妆容的流光溢彩或清新淡
雅，就连人们头上的“风景”也是律动的时
尚。发型的变迁不仅仅是人们容貌的改
变，同样也是时代变迁的一部分，折射出企
业变革、家庭状况和职工个人在各个阶段
所发生的变化。莫说他人，单说我母亲理
发店的常客——妙妙，就足以说明一二。

70年代初，妙妙这个土生土长的东北
姑娘，如同大多数从山西、内蒙，以及祖国
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一样，搭着滚滚车轮
卷起的阵阵黄色尘土，来到渭北，建设澄
合。那时，年少的妙妙怀揣青春的梦想、憧
憬和父母兄弟一道在渭北高原的沟壑里，
建起一座座现代化矿井。那时的妙妙把两
条黑得发亮的麻花辫垂在身前，辫尾上常
常系上红绳或者漂亮的丝带，身上穿一条
飘逸的“布拉吉”，趁着月光偷偷起舞，或在
涝池边浆洗粗笨的外套时，将身前的发梢
甩向身后，好似火红的蝴蝶在飞舞。那古
典妩媚的麻花辫，给妙妙苦涩难捱、生活窘
迫的青春留下了深深的轸念。

改革开放之后，港台地区的流行音乐

和影视作品等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日
韩系、欧美风等各种发型更是像春风一般
绽放了中国女性羞涩的妆容，妙妙也散开
发辫，让飘逸的长发在春光中飞扬起来，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妙妙成了母亲理发店
里的常客。

我母亲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理发师，自
己开了一家面积不大的理发店，十年的功

夫，完成了供我和堂弟读书、为哥哥娶妻的
人生大事。起初，我母亲的手艺还能满足
妙妙的要求，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廊如
雨后春笋在矿区悄悄发芽、成长。从齐耳
的“刘胡兰头”到“山口百惠头”，从追随西
方时尚的“爆炸头”到既运动又女孩气的

“歪马尾”，从俏皮可爱的“蘑菇头”到妩媚
多姿的“波浪式”……矿区女人一路紧紧追

随着不同年代千变万化的流行发式。尽管
母亲很努力地学习，但还是满足不了妙妙
这样女孩的时尚需求，无奈母亲只得悄然
退出理发行业。

90年代，张曼玉俏皮可爱的“歪马尾”
是女孩子们最偏爱的一种发型。爱美的女
孩们都想方设法用漂亮结实的橡皮筋在头
的一侧扎一个“歪马尾”，再套上装饰发花、

发带或者发套。妙妙也将她那好不容易蓄
长的头发高高束起，用漂亮的皮筋扎起来
竖在半空中。时而高梳、时而低梳，时而侧
高、时而侧低，有时候还把竖在半空的“马
尾”编个麻花辫。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和
心上人一起去踏青，妙妙那可爱的“歪马
尾”配上漂亮的运动服，在矿区新修的水泥
路上洒下一串串铜铃般的欢笑声。

步入 21世纪，美发时尚已不再单单为
某一种潮流所主宰，追求个性在这个年代
已经达到了巅峰。吹拉烫染，五花八门，新
潮的、另类的、复古的，样样俱全。美发技
术的日益成熟更是给爱美的女人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美发乐趣。女人对于美的定义也
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姿态，对于美的接纳
程度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理智。“理发
师”也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晋升为“发型设
计师”，每个爱美的女性都可以找到与自己
的年龄、职业等相匹配的发型。

如今去发廊也早已不是单纯的理发
了，频频出入发廊“做头”，已成为女人乐此
不疲的“事业”。洗发、护法、美发……发式
和颜色也都随着心情的变化而变化，随着
工作性质的改变而改变，随着居家还是外
出而调整，“做头”俨然已成为一种轻松惬
意的事情。女孩子们更是不甘示弱，将各
种发型尝试到极致，魅力四射的“千面女
郎”用她们激情四射的青春，飞扬起迤逦多
姿的澄合梦。

生在矿区，长在澄合的女性同胞，在渭
北高原这座小县城引领了一个又一个时代
的潮流时尚。 （澄合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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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韩城矿务局再次上马建设，由
于受历史成因影响，韩城矿区下属矿井都留有计划经
济时代的烙印，造成了企业内部矿工住房条件差的现
象。于是，矿区周边的山坡上、沟塘子里逐渐形成了
一片片由矿工自建简易住房形成的棚户区。

进入21世纪，韩城矿业公司（韩城矿务局）为圆
矿工住房梦，一手抓发展、一手抓民生，提速保障性住

房建设。2012年以来，韩城矿区加快采煤沉陷
区治理工程及棚户区改造项目推进，新建住宅
小区先后安置1.5万多户职工。“让矿区每个职
工在城里有一套住房”的目标，如今逐步成为
现实。几代煤矿人、曾经数以万计的矿工赖以
生存的那片棚户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被高楼林立的万人居住小区取代，矿工的住房
条件得以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韩城矿区新梅苑B
区和 C 区楼房相继安置职工居住后，随着韩
城市城市建设的提档升级，于2017年初，在这
两个小区边上建成了占地730亩的南湖公园，
使棚改房变成了湖景房。

居住在新梅苑 B 区 8 号楼的下峪口矿职
工小贾说，刚分到房子时，窗外的大片土地

尚无确切规划。没想到几年后，那么大的一座湖水
公园就呈现在眼前，自家的楼房成了临湖房。现在
足不出户，白天赏景、夜晚观灯，心里那叫一个舒
畅。 （陈凤鸣 李过江）

韩城矿区韩城矿区4040年矿工住房大变迁年矿工住房大变迁

快下班时，孩子爷爷打电话说
家里没电，让我买几根蜡烛回家。
下班途中，我兜兜转转，走了好几
家店铺根本没有蜡烛可买，才发现
时代的变迁，让前些年常备的生活
用品如今成了稀罕物，怕是再过几
年蜡烛也成了历史的印记。一时
间，我的思绪不禁飘回到了儿时那
灯火摇曳的小山村。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西北边
远山区，还没有通电。那时人们日
常的照明工具有自制的酥油灯、清
油灯和蜡烛，因为这些灯成本太
高，只有那散发着淡淡煤油味的简
易煤油灯，伴我度过了童年时光。
那时村里实行生产队集体劳动，我
们家是一个有着十三口人的大家
庭，白天母亲和大妈下地干活，到
天黑才能回家，晚上在煤油灯下，
又忙着给我们做饭。我们五个小
家伙便围在煤油灯下玩我们的小
游戏，为了照亮自己的地盘，几个
人将灯推来抢去，有时将灯打翻引
起小小的恐慌，不是点燃了纸片，
就是烧破了衣服，甚至有时会烧焦
我们疯了一天乱蓬蓬的头发。事
发后轻则招来母亲的训斥，重则挨
一顿打。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了，几
个小家伙开始上学，在煤油灯下一
起写作业、看书学习，煤油灯下的
小世界充满了甜蜜和温馨。

小时候，家里老少一年四季的
衣服都需要手工缝制，母亲所有的

针线活都是夜里在煤油灯下赶制出来的。在我的
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睡过早觉，我总是听着母亲
纳千层底布鞋的声音入眠，不论夜里何时醒来都
能看到她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衣裳的身影。千针
万线的穿梭，让她眼睛也因此受到损伤，前些年不
到五十岁的她看东西就已经很费力。现在回想起
来，都是煤油灯惹的祸。

10 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家，带着满满的牵挂
和思念，来到了千里之外的韩塬大地。那时与父
母的联系就是靠书信，记得一封信辗转到父母手
中，要从县城到乡里，再从乡里捎到大队，最后从
大队转到村里，快则三五个月，慢则半年甚至不见
了都是常事。正如陆游所作“东望山阴何处是？
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
回已是明年事。”

有时候往往人已从陕西回到了故乡，但去年
寄出的信件还在路上走。

那时回家的路途也很艰难。先坐一天火车赶
到西安，从西安要坐 10多个小时到兰州，再从兰州
坐一天汽车到甘南，光路上就得三天时间。每次回
故乡如同打仗一般，时间都颠簸在了路上。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大西北，在村村
通公路、通电工程中，政府给村里拉上了电线，接
亮了电灯。村里相继有了电视、电话等现代化设
备，小山村也能看到外面世界的精彩。而我也结
束了写家书的历史，现在通过电话、微信视频，随
时都能和父母通话见面。而我们回家的方式也越
来越便捷，这几年相继开通了飞机、高铁，高速公
路也通车了，自驾一天时间就能赶回到日思夜想
的家。

作为 70后的我，有幸经历了祖国改革开放 40年
的蜕变。我的足迹从甘肃到陕西，从学校到煤炭企
业，目睹了国家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9.5%，中国一
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七亿多人成功脱贫的中
国奇迹。改革开放的浪潮让我那魂牵梦萦的可爱小
山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新农村建设正在有
序推进，各项保障措施紧锣密鼓地实施中，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的普及，养老政策的推行，让面朝黄土
背朝天、靠天吃饭的农民实现了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的富裕、幸福、文明的美好新生活！ （运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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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碗、瓢、盆伴随着我们
每一天，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每一个人、每个
家庭都离不开它们。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和
爱人大学毕业，响应号召支援
祖国大西北的建设，从遥远的
东北平原沈阳来到了陕西铜
川矿务局职工医院工作。

由于我们刚刚走上工作
岗位，要学的知识太多，要做
的事情也太多，加上
每天还要管理病房、
治疗病人，没有时间
做饭，况且学生出身
的我们也不会做饭。
每天在食堂吃饭，偶
尔也自己学着做饭。
那时我们用的是砖砌
成的土炉子，内膛糊
着一层泥，以免炉膛
太大，影响炉火的效
果。做饭时，用鼓风
机呼呼地使劲吹火，
火苗在炉内熊熊燃
烧。记得有两次蒸
馍，因炉火太旺，锅被
烧干，将蒸馍的铝锅
端起时，锅底如流水
似地往下滴淌。原来
是把锅底烧漏了，蒸
出来的馍也变成了

“黑脸蛋”。那时冬
天室内没有暖气设
备，生个大铁炉子，
做饭、炒菜、烧水全在屋内，而
且还要用鼓风机，没有排油烟
机，灰尘满屋飞扬，床上铺着
塑料单，睡前用湿毛巾擦拭塑
料单，将几盆黑水倒掉，才能
铺床睡觉。

几年后，我家住上两间
房子，冬天安装了“土暖气”，
每天一大筐子煤，在厨房的
大土炉子内燃烧，通往室内
的暖气管道并不太热，但也

不算太冷。三九严寒时，窗
户上结满了冰花，用抹布垫
在窗台上，接着融化的冰
水。待天气稍暖和，就停烧
暖气。煤是黑金，不能随便
浪费。每次烧完的煤渣都舍
不得倒掉，用笤帚扫出来，留
着封火或下次再用。

80 年代末，我们搬进了
新楼，室内宽敞明亮，有暖气，
冬天很暖和。可厨房做饭还

得用土炉子，每两三天
要从楼下煤场往三楼
提一次煤。90年代开
始，煤气灶开始进入百
姓家庭。可我觉得煤
气灶的火不如土炉子
烧得旺，做饭嫌它速度
慢，还是抱着我的大土
炉子不放，后来儿子嫌
我不接受新生事物，就
不给我拿煤，逼我用煤
气灶，慢慢地也就用习
惯了，况且比土炉子不
知要干净多少倍，我终
于和我用了三十年的
土炉子说拜拜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
进步，高新技术被广泛
应用，锅碗瓢盆交响曲
又增添了新的音符，奏
响了新的乐章，唱出了
最美的歌。如今正是
我国经济腾飞的大好
时光，我们家家户户

用上了天然气，我家又买了
红外线煤气炉、微波炉、电磁
炉、洗碗机等，现在做饭既干
净又快捷，还省时间，真是过
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如
今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把
几千年来围着锅台转的妇女
们彻底从厨房繁琐的劳动中
解放出来。

我庆幸我们赶上了改革开
放的大好时代。 （实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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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新时代属于每一个彬长人，每一
个彬长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和
建设者。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
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今年是改
革开放 40周年，这 40年里煤炭经济蓬勃发
展，涌现出一批立于潮头的现代化煤炭企业。

品读彬长 15年发展的三个“关键词”，回
眸走过的来时路，展望未来的新蓝图，几多感
慨，几多欣悦，几多憧憬，几多执着。

拓荒——奠定彬长百年发展基业
2003年 3月 11日，一个注定被历史铭记

的日子，在国家有关部委、省委省政府的关心
支持下，承载西部强省建设重托的国有大型
煤炭企业——彬长矿业公司横空出世。

从 2003到 2018，彬长走过了不寻常的 15
年。从苦苦探索到破茧重生，从艰难破冰到
化茧成蝶，从零的突破到完美转型。15年间，
彬长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两次创业，成功实现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两次历史性跨越。

伟业初创，开元不易。从 2003年到党的
十八大召开的九年间，遥望茫茫群山，面对地
质构造复杂、多种灾害威胁的矿井，开拓者们
栉风沐雨、一路放歌，闯出了一条自我发展、
自我超越的成功之路。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倾力打造“四大
产业板块”，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起了“以煤为
主、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率先推行“专业
化管理、市场化运营、不搞后勤、不办社会”的
运营模式，开创了具有彬长特色的经营管理
新模式。坚持企校联合办学，变“招工”为“招
生”，走出了一条人才资源培养和储备的新路
子。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奋力攻克技术难题，
基本建设、安全生产等领域创出多项全国纪
录，受到国家相关部委和省市的表彰。加强
党的建设、创新企业文化、改善民生福祉，一
个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新型企业矗立在三

秦大地上。
2012年7月，全国煤炭工业

基本建设现场会在彬长隆重召
开，彬长矿区基本建设被誉为

“决策准、投资少、速度快、质量
高、安全好”的全国典范。

崛起——建成关中最大的
优质煤炭生产基地

乘势而动，厚积薄发。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 5年中，紧紧抓住
国家“一带一路”机遇，直面国家
去产能和煤炭市场冰与火的考
验，彬长人创业维艰、奋斗以成，
奏响了一曲超越历史、超越自我
的华彩乐章。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先后取得大佛
寺二期、小庄、文家坡、孟村四个矿井项目“路
条”和“核准”，五座现代化矿井树起了彬长人
用智慧和汗水浇筑的丰碑。建设胡家河（孟
村）煤矿、大佛寺（小庄）煤矿铁路专用线，当
日接轨、次日开通的“彬长速度”,创造出国内
民用铁路专用线建设的奇迹。

实施安全发展战略。作为陕西生产条件
最复杂、自然灾害威胁最严重的矿区，彬长坚
守红线、科学防灾，形成了瓦斯、水、火、冲击地
压为一体的综合灾害防治体系，实现安全平稳
发展。大力实施科技创新，27项重大科研项目
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彬长成为全国
唯一的煤矿冲击地压防治示范矿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创建标准
化商品煤生产基地，跻身“全国煤炭质量信得

过产品”“陕西名牌产品”的彬长煤，远销华
东、华中、西南等区域，享誉全国。以二次革
命的开拓精神，推进全面预算内部市场化管
理，创建“彬长区队物资零库存管理模式”，为
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增添亮点。

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低浓度
瓦斯发电、矿井通风瓦斯利用、地面瓦斯抽采
利用”瓦斯综合治理“三步走”战略，初步形成
了“以利用创效益、以效益促抽采、以抽采保
安全，以安全促生产”的煤矿绿色开采和可持
续发展方式。2013年 11月，彬长获批全国首
个瓦斯“零排放”示范项目，成为国家绿色能
源发展战略中的旗帜和榜样。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安居工
程，1475户职工安家古都；矿区通勤，8年延续
流动的温暖；积极落实国家化解过剩产能政策
部署，主动接受韩城等老局1800余名关停矿井

职工，谱写陕西煤炭史上最大规
模成建制迁徙的历史壮举。聚
焦精准扶贫，让汉阴 897名贫困
户“摘帽”，彰显国有企业的社会
担当。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大
格局，保护开发世界文化遗产大
佛寺石窟，打造丝路知名景点。

数字辉映足迹，汗水滋养梦
想。截止到2017年末，彬长累计
完成投资 220 亿元，生产煤炭
8430万吨，营业收入 293亿元，
利税 103 亿元，企业资产达到
329亿元。

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
总会忠实地记录下奋斗者的足迹。历经 15
年的风雨砥砺，在彬长人不屈的脊梁上，一
座关中最大的现代化煤炭基地正在崛起，她
波澜壮阔的传奇和光荣的名字，已镌刻在共
和国煤炭工业的史册上。

超越——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举旗定向，逐梦前行。近年来，在陕煤集

团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彬
长公司先后荣获“联合国清洁煤技术示范和
推广企业、第三届国际碳金奖、全国创新发展
示范基地、全国节能减排十佳标志企业、全国
煤炭工业节能减排先进企业”等多项殊荣。

当阳光再次唤醒大地，彬长迎来了新时
代的开篇之年。今年以来，围绕年度目标任
务，彬长矿业科学确定“强基固本、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追赶超越”工作主题，结合矿井由
基建向生产全面转型的实际，从彻底改变重

规模扩张、轻质量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入手，
围绕“保安、提质、降本、增效”工作主线，改革
措施加快落地，内部管理持续强化。如今，

“认真就是水平、实干就是能力”的良好风尚
在彬长矿区蔚然成风。

煤炭产量，五年翻番。截至今年 11月 29
日，该公司年内商品煤产销量 2003.78万吨，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13.54 万吨，增幅
11.92 %，创出历史同期最好水平，提前 32天
超额完成全年2000万吨煤炭生产任务。2013
年，彬长商品煤产销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成为陕煤集团第五家跻身“千万吨级”行列的
煤炭企业。截至目前，彬长煤炭总量跃至陕
煤第二、关中第一，在陕西煤炭战略版图中的

“主力”矿区地位进一步凸显。
铁运占比，三年跃至 77%。彬长矿区是

全国 14 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拥有煤炭资
源储量 50.3亿吨。过去，矿区煤炭全靠公路
运输，不仅运费高而且污染大。2015年 5月
和 12月，在陕煤集团、西安铁路局、咸阳市县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该公司胡家河（孟村）
煤矿和大佛寺（小庄）煤矿两条铁路专用线
相继建成通车。截至今年 11月 29日，该公司
铁路专用线年内累计外运煤炭 1545.68万吨，
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385.99 万吨，增幅
33.28%，创出历史最好水平，提前 131 天超
额完成全年煤炭铁路运输任务。2015年至
2017 年，该公司煤炭铁运量占比分别为
19%、46%和 64%；今年前 11 个月，公司煤炭
铁运量占比跃至 77%，彻底改写 15年来矿区
煤炭外运以公路为主的历史。

奋进新时代，实干写华章。今年前 11
个月，该公司营业收入、利润等主要经济指
标均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圆满完成追赶超
越奋斗目标。8 千余名锐意进取的彬长人
向改革开放40周年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

（彬长矿业）

三个关键词读懂彬长发展15年
弯桂清弯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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