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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抚长江动瑶琴， 风荡太行洋诗音。
晴空万里嫦娥舞， 广寒陈年桂花醇。
红叶黄花秋意爽， 蓝月白云净无尘。
华诞七十普天庆， 美酒一杯酹先尊。

有一种深情 叫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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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子里的流年菜篮子里的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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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深情有一种深情 叫祖国叫祖国
山山水水走进眼里山山水水走进眼里
化作锦绣化作锦绣 化作巍峨化作巍峨

从此从此
心海便有了寄托心海便有了寄托

任风云变幻任风云变幻
守护不能掉色守护不能掉色

有一种吸引有一种吸引 叫祖国叫祖国
悠久历史绵远流长悠久历史绵远流长
化作豪迈化作豪迈 化作崇仰化作崇仰

从此从此
肩上多了副担子肩上多了副担子

弘扬好传统弘扬好传统
靠他靠你靠我靠他靠你靠我

有一种痴迷有一种痴迷 叫祖国叫祖国
璀璨文化光耀星河璀璨文化光耀星河
化作骄傲化作骄傲 化作饥渴化作饥渴

从此从此
求知成了最美的景求知成了最美的景
““推敲推敲””不已中不已中
寂寞却也风情着寂寞却也风情着

有一种乡愁有一种乡愁 叫祖国叫祖国
千丝万缕盘根错落千丝万缕盘根错落
化作乳汁化作乳汁 化作膏腴化作膏腴

从此从此
写成一部龙的传说写成一部龙的传说

纵云游海外纵云游海外
故乡故乡““那瓢水那瓢水””最诱惑最诱惑

有一种敬重有一种敬重 叫祖国叫祖国
先烈碧血染红寸土先烈碧血染红寸土
化作良知化作良知 化作思索化作思索

从此从此
灵魂不再张望灵魂不再张望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来路写满报恩的歌来路写满报恩的歌

有一种魅力有一种魅力 叫祖国叫祖国
伟大梦想伟大梦想 刻入骨髓刻入骨髓
化作召唤化作召唤 化作拼搏化作拼搏

从此从此
初心路上旌旗扬初心路上旌旗扬

凭栏望远凭栏望远
还是这边秀色嫣然还是这边秀色嫣然

俗话说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吃是每个人吃是每个人
都离不了的一件事都离不了的一件事，，只要你食人间烟只要你食人间烟
火火，，你就会对吃进嘴里的菜肴变化有深你就会对吃进嘴里的菜肴变化有深
刻的体会刻的体会，，菜篮子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菜篮子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的物品关的物品，，它里面的内容说大也大它里面的内容说大也大，，说说
小也小小也小，，但却是最有温度但却是最有温度、、最接地气最接地气、、最最
有话语权的有话语权的。。

我出生于上世纪我出生于上世纪8080年代年代，，那时国那时国
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刚复苏经济刚复苏，，
生活上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生活上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户户家家户户
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粮食都要精打粮食都要精打
细算的去吃细算的去吃，，常见的主食都是白面和玉常见的主食都是白面和玉
米面掺着的发糕米面掺着的发糕，，蒸好的发糕奶奶也不蒸好的发糕奶奶也不
会随便给我们吃会随便给我们吃，，是要精打细算按顿吃是要精打细算按顿吃
的的，，她会找一个小篮子把发糕高高的吊她会找一个小篮子把发糕高高的吊
在房梁上在房梁上，，一是防老鼠一是防老鼠，，二是防我们小二是防我们小
孩子偷吃孩子偷吃。。佐菜也都是那些常见的自佐菜也都是那些常见的自
家地里种的白菜家地里种的白菜、、萝卜萝卜，，只有逢年过节只有逢年过节
才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才可以改善一下生活，，吃上一顿白面饺吃上一顿白面饺
子子。。那时候的鸡蛋是个奢侈品那时候的鸡蛋是个奢侈品，，是菜篮是菜篮
子里的常客子里的常客，，但是不是吃的但是不是吃的，，是要积攒是要积攒
下来拿到集市上换油盐的下来拿到集市上换油盐的，，除非孩子生除非孩子生
病了病了，，母亲才舍得给孩子蒸个鸡蛋糕母亲才舍得给孩子蒸个鸡蛋糕。。
那时的我就多了一个期盼那时的我就多了一个期盼，，那就是盼着那就是盼着
生一场病生一场病，，这样就可以吃上一口鸡蛋糕这样就可以吃上一口鸡蛋糕
解解馋解解馋。。

为了丰富自己的菜篮子为了丰富自己的菜篮子，，改善生改善生

活活，，乡亲们会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去挖乡亲们会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去挖
野菜野菜，，荠菜荠菜、、婆婆丁婆婆丁、、蒿子头蒿子头、、灰灰菜灰灰菜、、榆榆
钱儿都会成为餐桌上的美味钱儿都会成为餐桌上的美味。。母亲是母亲是
个有心人个有心人，，她会把新生的嫩柳叶做凉她会把新生的嫩柳叶做凉
菜菜，，还会用榆钱儿做窝头还会用榆钱儿做窝头，，用槐花和玉用槐花和玉
米面熬糊涂粥米面熬糊涂粥，，我觉得我能记住每一种我觉得我能记住每一种
野菜的味道野菜的味道，，并能第一时间品尝到春天并能第一时间品尝到春天
的味道的味道，，应该归功于母亲的心灵手巧应该归功于母亲的心灵手巧，，
也归功于小时候那些拮据的生活也归功于小时候那些拮据的生活。。

为了能吃上平时吃不上的菜为了能吃上平时吃不上的菜，，我们我们
这些小孩子最盼着家里来客人这些小孩子最盼着家里来客人，，来了客来了客
人母亲就会大方起来人母亲就会大方起来，，怎么着也得做几怎么着也得做几
个菜招待客人个菜招待客人，，从菜篮子里拿出两颗鸡从菜篮子里拿出两颗鸡
蛋加上一点自家地里种的大葱摊一个蛋加上一点自家地里种的大葱摊一个
鸡蛋饼鸡蛋饼，，把白萝卜切成细丝拌成凉菜把白萝卜切成细丝拌成凉菜，，
撒上白糖撒上白糖，，点上一滴香油点上一滴香油，，拿出珍藏的拿出珍藏的
猪油炒一盘白菜粉条猪油炒一盘白菜粉条。。那些香喷喷的那些香喷喷的
菜肴就会在我们眼巴巴的目光里摆上菜肴就会在我们眼巴巴的目光里摆上
桌桌，，我们就会在心里期盼着客人们少吃我们就会在心里期盼着客人们少吃
一点一点，，剩下的就会给我们解解馋剩下的就会给我们解解馋。。客人客人
们也好像窥探出我们的心思们也好像窥探出我们的心思，，往往总是往往总是
象征性的吃点凉菜和白菜粉条象征性的吃点凉菜和白菜粉条，，那盘摊那盘摊
鸡蛋几乎没怎么动鸡蛋几乎没怎么动，，等客人一走我们就等客人一走我们就
会一拥而上会一拥而上，，尽管摊鸡蛋已经凉透了尽管摊鸡蛋已经凉透了，，
可是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可是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那个年代冬季吃菜是个难题那个年代冬季吃菜是个难题，，大大
家都会想方设法地储冬菜家都会想方设法地储冬菜。。每年霜降每年霜降

过后过后，，到了大白菜收获的季节到了大白菜收获的季节，，田野上田野上
就会出现冬储大白菜的队伍就会出现冬储大白菜的队伍，，人们会人们会
用尽一切方式把一冬的白菜储存好用尽一切方式把一冬的白菜储存好，，
掉落的白菜帮子掉落的白菜帮子，，也会被有心的人家也会被有心的人家
捡回去捡回去，，腌制成咸菜腌制成咸菜。。一整个冬天一整个冬天，，餐餐
桌上除了白菜桌上除了白菜，，就是萝卜腌的咸菜就是萝卜腌的咸菜，，少少
油又没有滋味油又没有滋味，，清汤寡水的总会惹来清汤寡水的总会惹来
孩子的抱怨孩子的抱怨，，大家都在期盼着什么时大家都在期盼着什么时
候才可以吃上白面馒头候才可以吃上白面馒头，，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在
冬天里也可以吃上新鲜蔬菜冬天里也可以吃上新鲜蔬菜，，什么时什么时
候才可以顿顿有肉候才可以顿顿有肉？？奶奶的安慰总是奶奶的安慰总是
带着我们不太理解的忆苦思甜带着我们不太理解的忆苦思甜：：““你们你们
啊啊，，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想当初刚刚想当初刚刚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又赶上三年自然又赶上三年自然
灾害灾害，，别说这两样面的发糕了别说这两样面的发糕了，，就连窝就连窝
头都吃不上头都吃不上，，地里的野菜地里的野菜、、树皮都被人树皮都被人
抢光了抢光了，，买点儿啥还都得凭票还都限买点儿啥还都得凭票还都限
量量，，现在多好啊现在多好啊，，吃的饱吃的饱，，穿的暖穿的暖，，你们你们
还不知足还不知足。。””而母亲的安慰总是带着美而母亲的安慰总是带着美
好的希望好的希望：：““快了快了，，快了快了，，你看现在都分你看现在都分
田到户了田到户了，，只要勤劳肯干只要勤劳肯干，，不光能天天不光能天天
吃馒头吃馒头，，到时候肉都会顿顿吃到时候肉都会顿顿吃。。””

母亲的话没有落空母亲的话没有落空，，国家的好政策国家的好政策
一次次唤醒了祖国大地上蛰伏的生机一次次唤醒了祖国大地上蛰伏的生机，，
家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路通了路通了，，水水
通了通了，，电话通了电话通了，，高楼起来了高楼起来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
也开始红红火火的占了半边天也开始红红火火的占了半边天，，吃的饱吃的饱

穿的暖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穿的暖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如何吃如何吃
的好的好、、吃的健康吃的健康，，如何精致的生活成为如何精致的生活成为
每个人心中的梦想每个人心中的梦想。。

人们的菜篮子也逐渐丰富起来人们的菜篮子也逐渐丰富起来，，从从
以前的白菜萝卜以前的白菜萝卜，，到现在的鸡鸭鱼肉到现在的鸡鸭鱼肉，，
菜品的丰富让大家眼花缭乱菜品的丰富让大家眼花缭乱。。不分季不分季
节气候节气候，，任何时候走进菜市场都能选到任何时候走进菜市场都能选到
心仪的蔬菜心仪的蔬菜。。辣椒辣椒、、甘蓝甘蓝、、螃蟹螃蟹、、牛肉牛肉、、
扇贝扇贝，，还有那些荷兰豆还有那些荷兰豆、、茭白茭白、、空心菜等空心菜等
罕见菜罕见菜，，也纷纷登堂入室也纷纷登堂入室，，成为百姓们成为百姓们
菜篮子里的常客菜篮子里的常客。。而那些在夏季才有而那些在夏季才有
的蔬菜的蔬菜，，现在一年四季都不会断现在一年四季都不会断，，只要只要
你想吃你想吃，，天天都有新鲜的蔬菜天天都有新鲜的蔬菜。。反季节反季节
蔬菜蔬菜、、南菜北运南菜北运、、北菜南往北菜南往，，菜市场的大菜市场的大
门打开了门打开了，，人们的菜篮子也丰富起来人们的菜篮子也丰富起来。。
而那些困难时候用以果腹的野菜却成而那些困难时候用以果腹的野菜却成
了人们降脂减肥的开胃小菜了人们降脂减肥的开胃小菜。。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在的小康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在的小康
社会社会，，7070年的风风雨雨年的风风雨雨，，人们菜篮子里人们菜篮子里
的景观也从以前的一棵小白菜的景观也从以前的一棵小白菜、、两个萝两个萝
卜变成了五颜六色的鸡鸭鱼肉卜变成了五颜六色的鸡鸭鱼肉。。菜篮菜篮
子是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晴雨表子是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晴雨表，，它最真它最真
实也最直观的反映着国家经济的变化实也最直观的反映着国家经济的变化，，
时代在飞速发展时代在飞速发展，，科技水平在不断提科技水平在不断提
高高，，菜篮子里的内容也在日新月异的变菜篮子里的内容也在日新月异的变
化化，，我想我们的生活也会随着祖国的日我想我们的生活也会随着祖国的日
益强大而更加美好益强大而更加美好。。

我倚桥旁玉栏遥望我倚桥旁玉栏遥望，，企盼久违的企盼久违的
挚友造访挚友造访。。雨过天霁雨过天霁，，村子周边起伏村子周边起伏
连绵的山岭清新如洗连绵的山岭清新如洗，，远山青峰如黛远山青峰如黛，，
与湛蓝的天空接连处与湛蓝的天空接连处，，构画出一条柔构画出一条柔
美明澈的曲线美明澈的曲线。。东山尖的薄雾渐渐淡东山尖的薄雾渐渐淡
去去，，太阳从如绵如纱的云层里挤出笑太阳从如绵如纱的云层里挤出笑
脸脸，，晴格朗朗的天空晴格朗朗的天空，，犹如我们相逢的犹如我们相逢的
心情心情，，笑由心生笑由心生，，舒展而灿烂舒展而灿烂。。

我们几个发小我们几个发小，，参加工作后各自参加工作后各自
一方一方，，寻常很难凑在一起寻常很难凑在一起。。如今都已如今都已
退岗离职闲歇家中退岗离职闲歇家中，，几个人聚于我家几个人聚于我家
院中一隅院中一隅，，在一棵翠绿如盖的枣树下在一棵翠绿如盖的枣树下，，
围桌而坐围桌而坐，，饮酒品茶饮酒品茶，，谈笑风生谈笑风生，，无拘无拘
无束无束。。巧得是巧得是，，我们几个全都属牛我们几个全都属牛，，既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更是祖更是祖
国发展的见证人国发展的见证人。。新中国新中国1010年我年我1010
岁岁，，如今新中国如今新中国7070华诞华诞，，我们也步入我们也步入
古稀之年古稀之年。。尽管我们少小离乡尽管我们少小离乡，，华发华发
而归而归，，毕竟生于斯长于斯毕竟生于斯长于斯，，畅聊的话题畅聊的话题
除却难忘的童年趣事除却难忘的童年趣事，，更多的则是家更多的则是家
乡的巨大变化乡的巨大变化。。

““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孔孟先贤笔下的是孔孟先贤笔下的
大同世界大同世界，，亦是孙中山先生的执政主亦是孙中山先生的执政主
张张。。然而然而，，破解这道千年难题破解这道千年难题，，真正实真正实
现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却是中国共产党。。

7070年前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
山山，，结束了饱受外强欺侮和封建压迫的历史结束了饱受外强欺侮和封建压迫的历史，，建立了中华建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
的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中国历史新纪元。。19501950年年66月月3030日日，，中央人民政府颁中央人民政府颁
布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
制制，，农村大地一派欣欣向荣农村大地一派欣欣向荣。。

然而然而，，前途光明却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却道路曲折，，在废墟上被蓝图照亮的在废墟上被蓝图照亮的
新中国初期新中国初期，，岁月无奈地闯进了一个迷宫岁月无奈地闯进了一个迷宫。。盲目的盲目的““大跃大跃
进进””，，共产主义式的共产主义式的““大食堂大食堂””，，人们狂想蛮干人们狂想蛮干，，恣意挥霍恣意挥霍，，
使刚刚从战争瓦砾上建起的使刚刚从战争瓦砾上建起的、、仍显稚嫩的新中国仍显稚嫩的新中国，，难以承难以承
受这种人为造成的重负受这种人为造成的重负。。33年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年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老大老大
哥哥””的反目与逼债的反目与逼债，，天灾人祸使人们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天灾人祸使人们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
价价，，直至上世纪直至上世纪7070年代年代，，农村经济发展始终陷入困境农村经济发展始终陷入困境，，人人
们守着土地却吃不饱饭们守着土地却吃不饱饭。。

““此情可待成追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巳惘然只是当时巳惘然。。””我和几位发小我和几位发小
都是从那种极端的困境中走过来的都是从那种极端的困境中走过来的，，感慨万端中皆有恍感慨万端中皆有恍
如隔世之感如隔世之感，，深觉我们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盛衰分不深觉我们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盛衰分不
开开，，总是与时代的脉搏密切相关总是与时代的脉搏密切相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民富国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民富国强，，我们和新中国一起成我们和新中国一起成
长的一代人长的一代人，，用重重叠叠的脚印迤逦刻与的是奋斗和艰用重重叠叠的脚印迤逦刻与的是奋斗和艰
辛的历程辛的历程，，应一如既往地前行应一如既往地前行，，和祖国一起迎接更加耀眼和祖国一起迎接更加耀眼
的荣光的荣光！！

19781978年的一个冬夜年的一个冬夜，，安徽风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安徽风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18
个农民个农民，，悄悄立下悄悄立下““分田到户分田到户””的契约的契约，，从而使这星星之从而使这星星之
火迅速成为燎原之势火迅速成为燎原之势，，奏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昂然奏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昂然
序曲序曲，，在农村经济徘徊不前的艰难时刻在农村经济徘徊不前的艰难时刻，，又是土地为人又是土地为人
们生发了新的生机与希望们生发了新的生机与希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成功地成功地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到到19841984年底年底，，全国农村已经基本全国农村已经基本
上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僵化的体制下农民从僵化的体制下
解放出来解放出来，，爆发出巨大能量爆发出巨大能量，，农村经济开始摆脱困境得农村经济开始摆脱困境得
以迅速发展以迅速发展。。

我的家乡火村是个千年古村我的家乡火村是个千年古村，，村中有山泉滤集的常村中有山泉滤集的常
年溪年溪，，有上千亩层层梯田有上千亩层层梯田，，有闻名遐迩的大红杏有闻名遐迩的大红杏，，有绵延有绵延
数十里的广阔山林数十里的广阔山林，，有着颇丰的优质煤炭资源有着颇丰的优质煤炭资源，，如画的山如画的山
村可谓物华天宝村可谓物华天宝，，钟灵毓秀钟灵毓秀。。然而然而，，美与富不能相提并美与富不能相提并
论论，，有时美与穷倒似一对孪生兄弟有时美与穷倒似一对孪生兄弟。。长年以来长年以来，，人们守着人们守着
青山绿水受穷青山绿水受穷，，村人除了耕种基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地外村人除了耕种基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地外，，
主要是进行煤炭的开采主要是进行煤炭的开采。。野蛮无序的开采野蛮无序的开采，，使得山场植使得山场植
被破坏被破坏，，山体千疮百孔山体千疮百孔，，疮痍满目疮痍满目，，导致土地多处塌陷导致土地多处塌陷，，致致
使水位严重下降乃至枯竭使水位严重下降乃至枯竭，，亦使村内村外数十人付出伤亦使村内村外数十人付出伤
亡的代价亡的代价。。人们祈盼富裕人们祈盼富裕，，换来的只是一声声大山般沉换来的只是一声声大山般沉
重的叹息重的叹息。。

20002000年年，，村里人集资兴建了双龙峡旅游景区村里人集资兴建了双龙峡旅游景区，，凭借凭借
自然山水自然山水，，吸引八方来客吸引八方来客，，随着景区的扩大拓展随着景区的扩大拓展，，村人办村人办
起起““农家乐农家乐””，，每逢周末假节每逢周末假节，，村中定是人如潮村中定是人如潮，，车如龙车如龙，，
一片兴旺景象一片兴旺景象。。如今的火村如今的火村，，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的要求，，按照门头沟区委按照门头沟区委、、区政区政
府府““生态涵养发展区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功能定位要求的功能定位要求，，关闭煤窑关闭煤窑，，科学科学
制定发展规划制定发展规划，，打造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农的新农
村村。。这就是农村发展的新前景这就是农村发展的新前景，，就是京西广袤田野的新就是京西广袤田野的新
希望希望！！

日头西偏日头西偏，，我们在时而欢欣我们在时而欢欣，，时而沉重的畅聊中时而沉重的畅聊中，，不不
知不觉间竟然度过了知不觉间竟然度过了66个多小时个多小时，，大家依然话犹未尽大家依然话犹未尽。。虽虽
然我们并未常年在村中生活然我们并未常年在村中生活，，却见证了却见证了7070年来村中由贫年来村中由贫
穷到富足的历史变迁穷到富足的历史变迁，，见证了中国的农业已经看到实现见证了中国的农业已经看到实现
现代化的曙光现代化的曙光，，见证了承载中国农民几千年苦难的土地见证了承载中国农民几千年苦难的土地，，
正在变成山青水秀正在变成山青水秀、、充满活力的乐土充满活力的乐土！！我们幸福我们幸福，，我们快我们快
乐乐，，我们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

开国大典那一天开国大典那一天
袁树森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70周年周年，，2020年前我年前我
对参加过开国大典城子煤矿老工人杨忠和对参加过开国大典城子煤矿老工人杨忠和
的采访至今还记忆犹新的采访至今还记忆犹新。。

门头沟是门头沟是19481948年底解放的年底解放的，，到了第二到了第二
年初年初，，北京城也解放了北京城也解放了。。当时杨忠和年仅当时杨忠和年仅
2020岁岁，，在城子煤矿工作在城子煤矿工作。。以前以前，，人们称门头人们称门头
沟煤矿为沟煤矿为““大矿大矿””，，俗称俗称““老洋窑老洋窑””；；城子煤矿城子煤矿
是附属于门头沟煤矿的是附属于门头沟煤矿的，，称为称为““小矿小矿””。。解解
放后放后，，城子煤矿与门头沟煤矿才分开城子煤矿与门头沟煤矿才分开，，成为成为
了一座独立的国营煤矿了一座独立的国营煤矿。。杨忠和说杨忠和说：：““过去过去
在小煤窑背煤的时候在小煤窑背煤的时候，，那简直就不是人干那简直就不是人干
的活儿的活儿，，所受的那份罪就别提了所受的那份罪就别提了。。解放了解放了，，
工人翻身做了主人工人翻身做了主人，，挣的钱也多了挣的钱也多了，，工时也工时也
缩短了缩短了，，一家人也吃饱穿暖了一家人也吃饱穿暖了，，心里那叫高心里那叫高
兴啊兴啊。。当时我们别的不懂当时我们别的不懂，，就知道一个道就知道一个道
理理，，听党的话听党的话，，好好干活儿好好干活儿，，多出煤多出煤，，支援解支援解
放战争放战争。。””那时候那时候，，城子煤矿的煤炭产量几城子煤矿的煤炭产量几
乎天天都有新记录产生乎天天都有新记录产生，，一天比一天出的一天比一天出的
煤多煤多，，在北京市也是相当有名气的在北京市也是相当有名气的。。

19491949年年99月的一天月的一天，，矿工会通知矿工会通知，，新中新中
国就要成立了国就要成立了，，上级让城子煤矿派一批职上级让城子煤矿派一批职

工工，，代表产业工人代表产业工人，，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
矿党总支决定矿党总支决定，，由矿工会副主席袁善负责由矿工会副主席袁善负责，，
杨忠和和另外一位同志当副手杨忠和和另外一位同志当副手，，选拔出身选拔出身
好好、、历史清白历史清白、、工作积极的职工去北京参加工作积极的职工去北京参加
开国大典开国大典。。

当时城子煤矿有当时城子煤矿有10001000多名职工多名职工，，工人工人
们听说要挑选一批工人去北京参加开国大们听说要挑选一批工人去北京参加开国大
典典，，都争先恐后地报名都争先恐后地报名，，热情非常高热情非常高。。当时当时
一共挑选出来了有一百来人一共挑选出来了有一百来人，，第二天就全第二天就全
部脱产部脱产，，开始练队开始练队。。当时的负责人矿工会当时的负责人矿工会
副主席袁善还不到副主席袁善还不到2020岁岁，，可是工作能力相可是工作能力相
当强当强。。他从十几岁就背小窑他从十几岁就背小窑，，自学认识了自学认识了
几个字几个字，，解放后当了干部解放后当了干部。。距离开国大典距离开国大典
的日子没有几天了的日子没有几天了，，可是队伍却乱七八糟可是队伍却乱七八糟，，
怎么去参加开国大典啊怎么去参加开国大典啊？？当时他心里非常当时他心里非常
着急着急，，就一反过去和气的态度就一反过去和气的态度，，冲着大伙儿冲着大伙儿
嚷了起来嚷了起来：：““谁再走不好谁再走不好，，我就开除谁我就开除谁！！这这
是开国大典是开国大典，，是去见毛主席是去见毛主席，，别马马虎虎别马马虎虎
的的！！我们是工人阶级我们是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是新中国的主人，，国国
家的主人能是这个样子吗家的主人能是这个样子吗？？大家练队的时大家练队的时
候必须要听口令候必须要听口令，，叫你怎么走就怎么走叫你怎么走就怎么走，，谁谁

要是还学不会就回家跟孩子们学去要是还学不会就回家跟孩子们学去，，他们他们
都上学了都上学了，，都练过队都练过队，，出过操出过操。。明天要还是明天要还是
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当天晚上下班之后当天晚上下班之后，，有的工人就没走有的工人就没走，，
在矿上继续练队在矿上继续练队，，让杨忠和给他们喊口令让杨忠和给他们喊口令，，
杨忠和的嗓子都喊哑了杨忠和的嗓子都喊哑了，，但是还照样坚持但是还照样坚持
着着，，一练就是半宿一练就是半宿。。有的工人回家之后有的工人回家之后，，真真
的让自家的孩子教自己怎么走的让自家的孩子教自己怎么走，，也是半宿也是半宿
没睡觉没睡觉。。就这样又练习了两天就这样又练习了两天，，进步还真进步还真
不小不小，，队伍比以前整齐多了队伍比以前整齐多了。。

99月月3030日那天日那天，，大家都换上自己最好的大家都换上自己最好的
衣服衣服，，在矿上待命在矿上待命。。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工作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工作
服服，，所以穿什么的都有所以穿什么的都有，，很不整齐很不整齐。。99月月3030
日半夜日半夜，，来了命令来了命令，，让队伍出发让队伍出发，，到城子火车到城子火车
站去坐火车站去坐火车，，到了火车站之后到了火车站之后，，大家坐的不大家坐的不
是票车是票车（（客车客车），），而是拉煤的敞车而是拉煤的敞车。。车里面很车里面很
黑黑，，大家怕弄脏了衣服大家怕弄脏了衣服，，所以都在车厢里面所以都在车厢里面
站着站着。。到了西直门到了西直门，，天还没亮呢天还没亮呢。。大家排好大家排好
了队伍步行进城了队伍步行进城，，一直走到了南池子一直走到了南池子，，天才天才
蒙蒙亮蒙蒙亮。。各路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队各路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队
伍越来越多伍越来越多，，有工人有工人、、有学生有学生、、还有解放军还有解放军。。

有的唱歌有的唱歌、、有的喊着口号有的喊着口号、、有的举着红旗有的举着红旗、、有有
的还扭着秧歌的还扭着秧歌，，真是热闹极了真是热闹极了。。

1010月月11日的早晨日的早晨，，天气相当的冷天气相当的冷，，工人工人
们穿的衣服又少们穿的衣服又少，，冻得受不了了冻得受不了了。。怎么办怎么办
呢呢？？袁善说袁善说：：““咱们大家一起跳舞咱们大家一起跳舞，，一跳舞一跳舞
就不冷了就不冷了。。””当时所说的跳舞其实就是扭秧当时所说的跳舞其实就是扭秧
歌歌，，有的人是在门头沟解放的时候学会的有的人是在门头沟解放的时候学会的，，
有的人还不会有的人还不会，，大家就瞎蹦瞎跳大家就瞎蹦瞎跳，，这一跳果这一跳果
然就不冷了然就不冷了。。就这样就这样，，大家半天儿没喝一大家半天儿没喝一
口水口水，，只吃了几口自己带的干粮只吃了几口自己带的干粮，，连一个请连一个请
假上厕所的都没有假上厕所的都没有，，组织性组织性、、纪律性相当的纪律性相当的
强强。。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大家在现场指大家在现场指
挥人员的引导之下挥人员的引导之下，，从东长安街进入了天从东长安街进入了天
安门广场安门广场。。那时候的天安门广场没有现在那时候的天安门广场没有现在
这么大这么大，，长安街也没有现在这么宽长安街也没有现在这么宽，，广场上广场上
和长安街上人都满了和长安街上人都满了，，真是人山人海真是人山人海。。电电
线杆子上安着大喇叭线杆子上安着大喇叭，，四周围有许多站岗四周围有许多站岗
的解放军的解放军。。大家耐心地等待着那个伟大时大家耐心地等待着那个伟大时
刻的到来刻的到来。。下午下午33点点，，开国大典开始了开国大典开始了，，毛毛
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亲手升起并亲手升起

了五星红旗了五星红旗，，这时候这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礼炮齐天安门广场上礼炮齐
鸣鸣，，大家高喊口号大家高喊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中华人民共和国万
岁岁！！””声音惊天动地声音惊天动地。。

阅兵式开始了阅兵式开始了，，解放军的队伍真叫整解放军的队伍真叫整
齐齐，，有炮车有炮车、、有骑兵有骑兵、、有步兵有步兵，，天上还有空军天上还有空军
的飞机的飞机，，那叫威风那叫威风！！朱德总司令检阅了解朱德总司令检阅了解
放军队伍之后放军队伍之后，，还讲了几句话还讲了几句话。。阅兵仪式阅兵仪式
结束之后结束之后，，群众游行就开始了群众游行就开始了，，包括城子煤包括城子煤
矿工人在内的首都工人队伍走在最前面矿工人在内的首都工人队伍走在最前面。。
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城子煤矿的队伍走得还是比城子煤矿的队伍走得还是比
较整齐的较整齐的，，工会副主席袁善领着大家喊口工会副主席袁善领着大家喊口
号号，，口号也相当的响亮口号也相当的响亮。。整齐地向前走整齐地向前走，，还还
真有那么一股子精气神儿真有那么一股子精气神儿。。可是走到了天可是走到了天
安门前面的时候安门前面的时候，，大家一见到了毛主席大家一见到了毛主席，，队队
伍可就乱了伍可就乱了，，大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大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
情了情了，，特别是那几个举旗子的人特别是那几个举旗子的人，，竟然把手竟然把手
里的旗子抛向了空中里的旗子抛向了空中。。当时大家那种高兴当时大家那种高兴
劲儿和激动的心情劲儿和激动的心情，，真是没法形容真是没法形容、、呼喊呼喊
啊啊、、跳跃啊跳跃啊、、大家尽情地表达着自己的感大家尽情地表达着自己的感
情情，，拼命地高呼着拼命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人中华人
民共和国万岁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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