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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任郭英任郭英

岁月如歌，光阴荏苒
历史的车轮碾过了七十年
从1949到2019
时光的年轮整整绕过了七十圈
春夏秋冬，风雨兼程
一年又一年

这是共和国建立后的七十年
也是我们和祖国一起成长的七十年
从热血青年到满头斑白
我们与祖国一道经历了无数风雨雷电
作为共和国发展壮大的亲历者、见证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我们满怀欣慰豪情万丈感慨万千

回首往事
那些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万难艰险
历历在目连绵不断
抚今追昔，我们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战争岁月，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心中的信仰和信念
建设年代，我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热火朝天埋头苦干
困难时期，我们历经艰辛众志成城咬紧牙关
改革开放，我们满怀喜悦励精图治摸着石头过河披荆斩棘
新的世纪，我们胸怀宽广放眼全球经济腾飞实现凤凰涅槃
以天下为己任倡议“一带一路”升起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风帆
伴随着共和国走过的沧桑巨变
在我们心头
永远绽放着那些曾经战天斗地的动人场面和一张张笑脸

我是共和国一名光荣的采煤工人
奋战在千尺井下一线
挥汗如雨，拼搏苦干
在祖国热火朝天的建设岁月里
有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
我们用智慧和力量挖掘巷道谱写战斗诗篇
七十年过去了
如今我们告别了原始炮采和打眼
告别了铁锤钢钎
机械化掘进采煤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
开启了全球首例机械化无人开采新战线
煤矿安全生产成为了全国的典范
煤化产量呈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变

从1978年到2018年这奋斗的四十年
我们满怀热情风尘仆仆扎根矿山
在井下一线接受劳动实习锻炼
成长为矿区安全生产的技术骨干
与工友们一起科技攻关奋战在工作面
在艰苦的工作中接受洗礼和锤炼

把书本理论转变为工作实践
四十年过去了
我们已退居二线
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所热爱的事业
我们倍感光荣毫无遗憾

步入新世纪面对新挑战
作为共和国新时期年轻的建设者
我们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敢想敢干
求实创新大胆实践探索经营管理新理念
调查研究深入一线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
守正创新讲政治敢担当作风朴实硬朗求实效
狠抓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讲奉献
力求在实干苦干中率先垂范

我是这一群为共和国改革发展贡献力量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是十三万陕煤建设者的代言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是我们企业精神的体现
一切为了发展一切为了员工
是我们搞好陕煤发展的企业宗旨和核心理念
在工作中我们大胆创新开拓向前
就是在践行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煤炭战线的战斗誓言
北移精神永远是陕煤做大做强开拓奋进敢为人先的集中体现
七十年过去了
这些奉献精神永不磨灭薪火相传

七十年砥砺奋进，七十年春风化雨
绘就了共和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
解放思想追赶超越跨越发展
陕煤改革发展交出了傲人的答卷
企业发展蒸蒸日上气象万千
经营管理安全生产化工发电钢铁基建金融证券多元发展浓墨重彩写下恢宏篇章
党建宣传思想企业文化追赶超越成为了全省标杆
职工生活欣欣向荣，扶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

如今我们走在矿区的马路上面

幢幢高楼鳞次栉比映入眼帘
处处草坪环境宜人秩序井然
告别了土窑洞告别了干打垒告别了矮土屋
棚户区改造工程让矿区面貌呈现了美丽新容颜
轿车取代了自行车假日出行游玩
人们茶余饭后唱唱歌跳跳舞其乐融融
矿区文明风尚成为一道道风景线
生活幸福浮现在每个人的笑脸

这是共和国七十年建设发展带来的巨变
也是四十年改革开放带给陕煤人的春天
更是矿区工人最朴素的期盼和心愿
如今这一切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
我们沐浴着共和国七十年发展的温暖
天道酬勤春华秋实敢为人先
我们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共同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巨变
我们与共和国一起奋斗
小岗破冰深圳兴涛海南弄潮浦东逐浪
华夏大地始终未停止过史诗般的蜕变

如今的中国
再也不是任人宰割让人欺凌的东亚病夫
东方睡狮已经觉醒不再让灰尘迷住双眼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打破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带领着中国人民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坚定着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
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这是这三代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人民立下的誓言
固若磐石 无悔无怨

如今的中国
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社会稳定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
七十年披荆斩棘
七十年敢闯敢干
中国老百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推动着“一带一路”倡议
连接担当起为沿线各国人民谋福祉的举世宏愿
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我们与共和国七十年相伴
如今韶华不再已经两鬓霜染
但我们倍感欣慰
因为新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
已经牢牢地擎在年轻一代的手中担当在他们的双肩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推动着陕煤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谱写出新时期陕煤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共同创造祖国美好的明天 （集团公司机关）

作为独生子女一代，我和老公约定
过年是一年轮一家，今年轮到回韩城婆
家过年了。

三十晚上，老公说：“初二我们要去大
舅家拜年。”一听这话我就头皮发麻，为
啥？大舅家的路太难走了，是正儿八经的

“水泥路”，一到下雨下雪就和了稀泥了。
天晴的时候，沟沟壑壑，坐在车上能把人
颠到吐。记得结婚第一年过年去大舅家
拜年，从城里回村还行，回城那可就麻烦
大了，等了好久都没有车，只好靠两条腿
步行往城里走，走了快两个小时才走到
家。因为穿了高跟鞋，这条回城路之艰
辛，无法言喻。还没走到一半，脚就磨了
两个大泡，我一边走一边哭，到城里才赶
紧叫了个出租车回家。自此，我这城里

“娇气袖子”的名声就在亲戚间传开了
（韩城方言管媳妇叫“袖子”）。所以，一
听要去大舅家，我就打心眼儿里不愿意。老公说：“你去
吧，去了就知道了，现在农村的变化大得很呢。”我心想：
能有多大变化，山脚下的农村，再变也就那样了。

初二一早，情愿不情愿地一家三口开着车去往大舅
家。一路上笔直的水泥路和道路两旁公园式的景观让
我叹为观止，就像走在旅游沿线的公路上一样。我记得
作为煤炭城市，以前每次回韩城不到一天鼻孔里都是煤
灰，头发天天得洗，这次来，居然看到路边竖着韩城荣获
陕西省“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的标牌，每条街道都干干
净净，绿植覆盖在道路两旁，各种造型景观灯把整个韩城
妆点得如同一个童话王国。一边想一边走，看着车窗外飞
逝而过的景色，我问老公：“这是去大舅家村里的路么？”老
公说：“是呀。”话音刚落，车就开到了大舅家的村口了，我
一看表，才5分钟，好快啊！村里每家每户都是白墙灰瓦，
路边种着景观绿植，因为变化太大，老公开着车在村口转了
半天都没找到通往大舅家的路，最后给舅家的表妹微信，
让发了个地址才一路导航找到家门口。大舅家的门口停
着一溜儿小汽车，全是表哥表弟他们的，都是来给大舅拜
年的，一家家都有自己的小车了。村里家家户户门前也都
停着汽车，找个停车位还不是个容易事儿呢。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让我感觉变化最大的是大家谈论
的话题。大舅从小因为小儿麻痹不便于劳动，家里并不富
裕。以前到大舅家，肯定是一边打麻将一边抱怨，算计着
如何领取村里的救济金。这次到了大舅家，全家老小围坐
在一起谈论的都是国家的变化、城里的变化、村里的变化，
谁家又买了车，谁家又开了饭店，怎么发家致富。我才知
道，原来韩城自从定位“以煤炭、电力工业为主，旅游事业
发达的中等城市”后，政府在精心保护老城区的同时，大
胆创新，司马迁祠、党家村等传统景点跟以前比有了很
大的变化，各项旅游产业及服务与省内外知名景区逐步
接轨。而新建的梁带村遗址博物馆则更是让人耳目一
新。作为“引黄入城济澽工程”的黄金水道项目之一的南
湖公园，简直就是整个韩城的后花园。湖水、观景平台、
湿地公园成为韩城的“绿肺”，白色沙滩更是孩子的最
爱，撒开丫子，让人感受到韩城的活力。特别是作为“中国
花椒之都”，韩城把花椒算是玩出了“花样儿”，除去传统的
花椒礼盒，花椒酸奶、花椒麻花、花椒锅巴、花椒泡脚粉都
成了大家回乡必带的伴手礼，游客们也都赞不绝口。

大舅家也在政府精准扶贫下开了一家农村淘宝店。
小店沿着公路，生意挺红火，我带着孩子去小店转了一圈，
货架上琳琅满目，日用百货齐全，店门口整整齐齐码放着
各样售卖的拜年礼盒，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走的时候，大舅说：“明年继续带着孩子回村过年吧，农村
现在发展变化很大，一年一个样，明年回来肯定又是一个新变
化。”说真的，我还真有点期待呢。（物资集团进出口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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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湾河水又变清了
郭宏欣

大概是那条小河承载了太多关于童
年的回忆，每次过年回家，我总要走近它
仔细瞧一瞧，想象着恰巧这时候，正好有
几条鱼儿觅食经过。

我的家乡位于司马故里的韩城市芝川
镇，因为太史司马迁曾在此办公而闻名于
世，每年都会有数万旅客慕名而来。司马迁
祠依山傍水，傍的水便是芝水，芝水源出方
山，东过吕庄，与澽水合聚而汇入黄河。

记忆里的芝水河，春天的河岸莺飞
草长，羊群探着身子争先恐后地饮水；夏
天的小河最为热闹，顽童在河湾水深的
地方游泳嬉戏；到了秋天，夕阳照耀在河
水上，岸边的庄稼地里果香浮动；到了冬
天，河面上会冻上一层冰，透过冰面还能
看到鱼儿在安睡休眠。

夹杂在记忆里的，还有在盛夏的傍
晚，我和父亲坐在河边钓鱼的场景。“快，

鱼、鱼、鱼。”一看到鱼漂沉动，我就会按
捺不住心里的激动，父亲却要等上一会
才起杆，这时候我一个箭步冲上去，将扑
扇的鱼儿取下放进脸盆。往往不到一个
小时，我们就会钓上几条大鱼。回去的
路上，父亲背上钓竿，一只手牵着我，另
一只手端着脸盆，快到家门口，我总会耍
赖说走不动了，父亲便蹲下来，把我架在
肩膀上。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与父
亲之间也不自觉地有了一些隔阂，可每
当经过那条小河，我还是怀念那份大手
拉着小手的亲密。

可慢慢地，小河开始变了，变得不那
么可爱了，水流小得像是一潭死水，再也
没有击打石头的欢快响声了；变得不那
么温柔了，河里有时候会有玻璃渣和花
椒刺，顽童再也不敢下水了；也不那么漂
亮了，疯长的藻类摧毁了它的美貌，水面
上还会漂浮着农药瓶和鱼肚皮；也没有
了暗香浮动，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搓成
的泡沫，不时散发着阵阵臭味。

我以为那条清澈的河流再也不会回
来了。可今年过年回家，母亲却告诉我，
河水又变清了，河里的鱼也多起来了。

好奇心驱动着我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去
了。果然是真的，河面上的冰已经慢慢
消散，一眼能望见河床底面，有一些小鱼
已经结束冬眠，在水里慢悠悠地游动，一
阵微风拂过，波光粼粼的水面散发着涌
动的活力，没有南去越冬的小鸟不时在
岸边打探，像是在等待春天的到来。我
的心里也仿佛变得敞亮了，沿着河岸走
了2公里多，我才慢慢往回走。

据母亲讲，现在河流保护实行了河
长制，定期有专人巡查芝水河，再像以前
一样乱排放污水、随意倾泻垃圾、用电捕
捞鱼类，都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故乡，每
个故乡都有一条河流，愿河水长清，愿乡
愁永在。下次回家，我还要到芝水河边
看看…… （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

王二娘进沪过年
邢献舜

“三娃子回来过年了……”我刚拐进
老家的巷子，坐在门口剥葱的王二娘就
看见了我。

“是呀二娘，我回来了！”我赶紧搭
腔。王二娘是我同学四喜的妈，也是我
老家的邻居，按辈分我该叫她二娘。

春节假期前，我回到了老家。父母
见我和妻儿一起回家过年甚是高兴，准
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饭。临做饭前，母亲
就给我说：“把你王二娘叫上到咱家来一
起吃饭，他老两口春节过年不在家，要到
上海四喜那里去。”

四喜在上海一家工厂做技术主管十
几年了，之前每年春节他都回老家过年，
今年回不来肯定有事。吃饭的时候，我
向王二娘问起了四喜的事。

“说是厂子里面要上新设备了，领导让
四喜全程跟着安装到位，春节就不放假
了。”王二娘说，“四喜让俺们去上海过年。”

“去上海过年好呀！你们啥时候出
发？怎么去呀？”我操心着王二娘出远门。

“二十九出发，四喜提前把票订好
了，说是高铁票，要从郑州走。”王二娘
很期待地说，“这次去了俺要好好看看
大上海。”

“四喜过年不回家，再忙也不是这个
理，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要跟着来回跑。”
二伯开腔了。

“咦……你这老家伙，还有意见呢，
那孩子工作忙得回不来，咱跑一趟怕
啥！”王二娘脾气直，一辈子没让过二伯。

“三娃呀，你二娘他们本来计划自己
坐车去郑州的。既然你回家了，到时候
你开车把他们送过去。”母亲在旁边一边
盛饭一边给我交待。

王二娘连忙说：“不能麻烦三娃子，
好不容易回趟家，多歇歇。”

“二娘嚷我呢，这都不是事，到时候
我送你们。”

我给四喜打电话问清楚了车票车
次。四喜在电话里说，春节期间让老人
来回折腾心里也不好受，可实在是工作
忙回不去，就想着让老两口出来转转。
我却劝他，让爸妈去自己工作的城市过
年很新潮哩。只要家人们在一起，在哪

过春节都一样。电视上说了，这叫“反向
春运”。

出发的日子到了。早上 5点钟我就
起床准备，隔壁王二娘老两口比我起得
还早，把带的东西收拾齐备放进了车
里。有晒干的豆油筋、半袋子花生、一捆
粉条、萝卜干……各样土特产装满了两
个蛇皮袋。临走的时候，王二伯把二娘
放进后备箱的几张海带拿下来撂进了厨
房，边走边嚷王二娘：“上海还缺海带吃，
啥都往外带。”

在车上，我给王二娘说，大上海啥都
不缺，就缺咱家乡这正宗的食材味道。
二娘笑了：“那是，城里东西贵得很，咱家
的菜好吃又便宜，能带的都带上。”

“听四喜说，从郑州到上海，高铁5个
小时就到了，快，真快。”二伯的兴致很
高，“过去的火车要一天一夜呢！”

我接着说：“现在坐高铁，你们中午
坐上车，晚上就可以在四喜家吃晚饭了，

距离已经不是问题了。”
有说有笑，汽车在宽阔的京港澳高

速上向郑州飞驰而去。
在火车站，自助取票、人脸识别安

检，每一个步骤都让王二娘老两口觉得
新奇。把他们送上车后，我给四喜打了
电话，“老两口坐上去上海的车了，你注
意接站呀！”

其实，从我的老家到长三角上海的
距离约 1200公里，到珠三角深圳的距离
约 1300公里，都是离家很远的地方。但
是，故乡的很多人都在长三角和珠三角
地区打工工作，如今也有一部分人在工
作的城市长期定居了。每年过春节，故
乡都有老人们去孩子工作的地方过节，
尤其近两年变得很普遍。

当“反向春运”已经来临，映射出的
不仅是人们过节方式、过节地点的改变，
更多的是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让许
多外来务工人员正在成为城市的新市
民，于是，人们新年的团聚方式也有了新
的变化。我们相信，像王二娘一样，今后
在城里过春节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只
要家人们在一起，团圆幸福的味道在哪
里都是一样的。 （运销集团）

春雪送福 王栋 摄

（黄陵矿业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