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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邮票
周伊婧 大峪中学分校 初一（7）班

指导老师：阚秋影

70载时代潮前
张董

时代潮前时代潮前 千帆竞千帆竞 追梦华夏青年追梦华夏青年
奋发航程奋发航程 7070载载 恢弘复兴诗篇恢弘复兴诗篇

镰刀斧头镰刀斧头 万民心系万民心系 风雨建伟业风雨建伟业
红旗漫卷红旗漫卷 力挽旧世之澜力挽旧世之澜

一匡九合华诞一匡九合华诞 奏改革交响奏改革交响 砥砺进取砥砺进取 破冰登攀破冰登攀
富家园富家园 力辟向荣春天力辟向荣春天

凭高掠影凭高掠影 展中国特色展中国特色 自信美满自信美满
崛起盛世崛起盛世 华彩寰宇之巅华彩寰宇之巅

同步致富同步致富 惠全民惠全民 携手小康温暖携手小康温暖
精准扶贫精准扶贫 助百姓助百姓 打赢济困攻坚打赢济困攻坚
庄重承诺庄重承诺 担当兑现担当兑现 共享新景愿共享新景愿

辽阔神州辽阔神州 今又春意盎然今又春意盎然
擘画蓝图布局擘画蓝图布局 创理论非凡创理论非凡 五大理念五大理念 四个全面四个全面

除恶尽除恶尽 治党壮士断腕治党壮士断腕
风清气正风清气正 重拳响鼓处重拳响鼓处 惩腐肃贪惩腐肃贪

无畏艰险无畏艰险 铿锵民族誓言铿锵民族誓言

醒狮腾跃醒狮腾跃 跨欧亚跨欧亚 东方换了人间东方换了人间
天下兼济天下兼济 领发展领发展 四海兄弟欢颜四海兄弟欢颜
江山锦绣江山锦绣 国泰民安国泰民安 幸福正灿烂幸福正灿烂

宏观略胆宏观略胆 傲显纬地经天傲显纬地经天
强国雄风已现强国雄风已现 逐梦越千年逐梦越千年 蛟龙戏水蛟龙戏水 神舟飞天神舟飞天

高铁建高铁建 一带一路绵延一带一路绵延
人工大智人工大智 55GG舞蹁跹舞蹁跹 举世惊赞举世惊赞

凯歌嘹亮凯歌嘹亮 震铄人类之旋震铄人类之旋

又见天安门又见天安门
门小平门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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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老家来人前几日老家来人，，半夜接完站半夜接完站，，家人家人
提出想去看看天安门的夜景提出想去看看天安门的夜景。。我开车行我开车行
驶在长安街驶在长安街，，寂静的夜色被天安门广场寂静的夜色被天安门广场
上工人师傅们正在装饰国庆典礼设施的上工人师傅们正在装饰国庆典礼设施的
灯光点亮灯光点亮，，橘红色的光芒一寸寸温暖了橘红色的光芒一寸寸温暖了
初秋的凉意初秋的凉意。。来京来京1414年年，，记不清这是第记不清这是第
几次看见天安门几次看见天安门，，但再次看见但再次看见，，心中还是心中还是
瞬间涌起说不出的庄严瞬间涌起说不出的庄严、、道不明的敬意道不明的敬意。。

我与天安门的缘分我与天安门的缘分，，要从家里人说要从家里人说
起起。。父亲从北京当兵转业回地方后有了父亲从北京当兵转业回地方后有了
我我，，小时候小时候，，每每听他说起天安门每每听他说起天安门，，都是都是
满满的自豪满满的自豪。。父母第一次带我去看天安父母第一次带我去看天安
门时门时，，我只有我只有11岁多岁多，，家里的照片记录了家里的照片记录了

那历史性的时刻那历史性的时刻：：小小的我站在广场上小小的我站在广场上，，
怀怀抱着一大袋瓜子抱着一大袋瓜子。。据妈妈说据妈妈说，，当时我非当时我非
要抱着瓜子和天安门合影要抱着瓜子和天安门合影，，不肯放手不肯放手。。再再
一张照片就是一张照片就是20052005年我到北京上大学年我到北京上大学，，
父母陪我重游天安门父母陪我重游天安门，，请别人帮忙拍摄的请别人帮忙拍摄的
合影了合影了，，合影里的我充满了青春斗志合影里的我充满了青春斗志，，父父
母亲脸上写着满满的欣慰和满足母亲脸上写着满满的欣慰和满足。。

时光荏苒时光荏苒，，现在的我成家立业现在的我成家立业、、为人父为人父
母了母了，，也承担起了带亲朋好友到天安门看看也承担起了带亲朋好友到天安门看看

““驻京办驻京办””接待任务接待任务。。去年奶奶去世了去年奶奶去世了，，春节春节
后家里人准备带爷爷出来散散心后家里人准备带爷爷出来散散心，，问爷爷想问爷爷想
去哪去哪，，爷爷毫不犹豫地说爷爷毫不犹豫地说：：““我想去北京看看我想去北京看看
天安门天安门，，上次还是上次还是19851985年和你奶奶一起来年和你奶奶一起来

的的。。要是她还在要是她还在，，我们能一块看电视我们能一块看电视，，今年今年
有有7070年阅兵呐……年阅兵呐……””当我陪着颤颤巍巍的当我陪着颤颤巍巍的
爷爷再次踩在天安门广场厚重的石砖上爷爷再次踩在天安门广场厚重的石砖上，，看看
着身边心愿达成的爷爷着身边心愿达成的爷爷，，看着广场上方飘扬看着广场上方飘扬
的五星红旗的五星红旗，，一种踏实感油然而生一种踏实感油然而生：：天安门天安门，，
一直都在一直都在，，伟大的祖国伟大的祖国，，一直都在一直都在。。

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地标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地标，，作为时代作为时代
的地标的地标，，见证了祖国的辉煌见证了祖国的辉煌，，也见证了千万也见证了千万
个中国家庭的辉煌个中国家庭的辉煌。。还记得今年初在网上还记得今年初在网上
看到一个视频看到一个视频：：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一个小男一个小男
孩对着国旗班的战士叔叔行了一个不算标孩对着国旗班的战士叔叔行了一个不算标
准的军礼准的军礼。。乍一看乍一看，，孩子童真可爱孩子童真可爱、、效仿大效仿大
人人，，细一想细一想，，不正是爱国之情在娃娃心里埋不正是爱国之情在娃娃心里埋

下了种子吗下了种子吗？？我如此我如此，，家人如此家人如此，，每一个爱每一个爱
国的中国人亦是如此国的中国人亦是如此。。7070年来年来，，多少人曾多少人曾
在迷茫之时前来在迷茫之时前来““朝圣朝圣””，，试图在天安门广试图在天安门广
场找到拯救内心的力量和前行的方向场找到拯救内心的力量和前行的方向；；7070
年来年来，，多少人曾裹着棉袄多少人曾裹着棉袄、、夜半就来蹲守夜半就来蹲守，，
只为亲眼见证那整齐划一的步伐只为亲眼见证那整齐划一的步伐、、严丝合严丝合
缝的动作缝的动作、、红旗共朝阳一色的时刻红旗共朝阳一色的时刻；；7070年年
来来，，多多少人曾带着自己的亲人少人曾带着自己的亲人、、孩子孩子、、朋友朋友，，
到这个令无数中国人为之情结的地方到这个令无数中国人为之情结的地方，，用视用视
觉和感官浇灌内心的爱国之情觉和感官浇灌内心的爱国之情、、梦想之花梦想之花。。

又见天安门又见天安门，，她一直都在那里她一直都在那里，，静静静静
的的，，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长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长，，见证见证
着祖国一天又一天昌盛着祖国一天又一天昌盛！！

光阴如梭，岁月如流。不经意回眸，伴随自己
成长的新中国迎来70华诞。70年，由积贫积弱到
日益强大，由缺吃少穿到丰衣足食，由底气不足到
腰杆挺直，其间，有苦有难，有甜也有暖，那是怎样
一种刻骨铭心的追忆与感怀啊！窥一斑可见全
豹，今只想从人人都离不开的“足下风光”谈起。

俗话说“脚上没鞋穷半截”，足以见鞋之重要，
想国人大都意识并认同此说法。民间还有“打破
砂锅问（纹）到底”，任何事须明了“醋打哪儿酸，盐
打哪儿咸”的说法，也确是这么个理儿。知道鞋子
的前世今生，才会在光影变迁中懂得感恩报恩，从
打记事起，鞋子就一直是我抹不去的记忆，印象至
深的有如下几件事。一是小学五年级过“六一”，
学校组织了一次文艺节目各班巡演，爱唱歌的我
入选，独唱《我们的田野》。记得我上身穿着白衬
衫，系着红领巾，下身穿着母亲用大褂改的碎花黄
裙，感觉美而爽。只每看到师生盯着我鞋看的目
光时，便感觉很不自在，像短处被人偷窥了似的窘
极。因白球鞋大拇指处赫然破个洞，看得真真的，
可那是没办法的事。自己年龄小不会缝，母亲常
年卧床顾不上，明知人前要露丑，也只得硬着头皮
上。之后想起此事，每每阿Q道“不求华丽包装走
形式，心诚歌美就行了”，才便释然，可此事接下来
又有了续集。由于正长身体，脚自然也长，且长得
还挺快，家穷买不起新的，就只能常年穿小鞋。结

果是老太太抹口红——给点颜色看，怎么说？你不让我出头，我不让
你露脸——左脚大拇指处一块骨头生生将指甲盖顶了起来，一走路就
疼，不得已，初三暑假做了手术，现在看也不正常。这第三件事自然还
与鞋有关。爱美的年龄段里，家里省吃俭用给我买了双带带儿的凉
鞋，喜极爱极，穿上就舍不得下脚。一次到村里参加劳动太投入，到家
才发现丢了一只鞋带儿。“牵一发而动全身”，没了带儿，这鞋岂不残废
了？心有不甘，忙叫上好友秀玲，顺原路一点点查找，许是上苍可怜
我，还真让我俩在沟边上找着了，自是喜出望外，省了笔鞋钱，还省得
挨顿说。三个鞋故事，几十载窘困路。虽时光匆匆逝者如斯，但这些
事始终烙印在心里，何时想起心里都酸酸的。

这“脚上没鞋穷半截”的日子，七八十岁的人大都有同感，只程度
不同而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人们的衣食住行包括“鞋世界”，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接
着说鞋，原来是一家人加一块儿，几双鞋数得过来，更别想随季节换着
穿；现在是各季都有鞋穿，拖鞋、单鞋、棉靴，一个人就有一大堆；原来
鞋子样式单一老旧，除了扣袢的就是系带儿的，现在样式多多了，松紧
口的、拉锁的、网眼的，眼花缭乱；原鞋的颜色也单调，大体黑、灰、白当
家，现粉的、紫的、红的，抢眼极了；原基本一个质地，无分冬夏全是棉
布的，倘谁有双雨鞋就算阔主儿了。现尼龙的、皮的、胶的应有尽有；
原穿鞋大都家做，一双鞋穿在脚上得十几道工序，现大都买现成的，看
中立马掏钱抱回；原有双中意的鞋可宝贝了，重要场合才应景一下完
了立刻收起，现不分场合、地点，脚上的鞋看上去天天像过年；原如歌
中唱的“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按住一双鞋死啃，不怎么爱或根本不
爱也得忍着，感情那叫一个“深”一个“专”，现在呢，“到什么山上唱什
么歌”，因鞋子的选择实在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足下风
光”越来越上档次、长行势，越来越生色生辉、斑斓一片。“移情换景”一
点儿不新鲜，看到时尚的、品相好的就心动，抬手就把穿旧的、新鲜感
渐失的撇掉，头都不回一下。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静心这么一
掰扯，事实面前还真得服。且无须“众里寻他千百度”，它就“灯火阑珊
处”在我们各家各户的眼前、脚下、周围。

珍惜鞋子一路走来的景致，珍惜足下风情得来不易，珍惜改革以
来的丰硕成果，珍惜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变，自当穿“好鞋”，走“好路”。
眼下，就当步履坚定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路上。此是初心、梦
想，担当、使命，亦是激励、考量与方向。

““山沟山沟””里的梦里的梦
柯尊超

我的老家在秦岭深处的我的老家在秦岭深处的““山沟山沟””里里，，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我从爷爷到父亲再到我，，大致从小就都梦大致从小就都梦
想着走出想着走出““山沟山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可是可是7070年过去了年过去了，，这个祖孙三代做了这个祖孙三代做了7070
年的梦年的梦，，仍然没有仍然没有““实现实现””。。

爷爷的梦爷爷的梦。。爷爷出生在爷爷出生在19211921年年，，正正
是社会极度黑暗的年头是社会极度黑暗的年头，，也正是中国共也正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的那年产党成立的那年。。他打小就在老家山沟他打小就在老家山沟
里里““躲反躲反””（（躲避反动派躲避反动派））““逃难逃难””，，心惊肉心惊肉
跳地度过了跳地度过了2828年年。。

19491949年年 11月月，，爷爷响应爷爷响应““解放全中解放全中
国国””的伟大号召的伟大号召，，光荣地入了伍光荣地入了伍，，参加了参加了
当地的民兵武装当地的民兵武装，，成为当时队里年龄最成为当时队里年龄最
大的大的““新兵新兵””。。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大好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大好，，
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爷爷和他所在的爷爷和他所在的
队伍没参加上战役队伍没参加上战役、、没赶上打仗没赶上打仗，，刚当兵刚当兵
88个多月个多月，，全国就解放了全国就解放了。。因为他超龄因为他超龄，，
不得不退伍不得不退伍，，但听说民兵队有名额去省但听说民兵队有名额去省
城参加开国庆典活动城参加开国庆典活动，，他和队长说了很他和队长说了很
多好话多好话，，队里才准他一起去西安队里才准他一起去西安。。这下这下
可了不得可了不得，，爷爷成为全村第一个出爷爷成为全村第一个出““山山
沟沟””的人的人！！

从省城回乡的爷爷从省城回乡的爷爷，，一时间成为村一时间成为村
里的里的““红人红人””，，见人就说见人就说““山外山外””好好：：““你都你都
没见过那路有多宽没见过那路有多宽，，你都想不到那楼有你都想不到那楼有
多高多高”“”“地摊子到处都是地摊子到处都是，，好东西到处都好东西到处都
有有””，，爷爷说的天花乱坠爷爷说的天花乱坠，，乡亲听得津津乡亲听得津津

有味有味。。““要是命里有造化要是命里有造化，，一定要走出山一定要走出山
沟沟，，去外头生活去外头生活””，，爷爷满怀希望爷爷满怀希望。。

太爷身体很差太爷身体很差，，一直梦想走出一直梦想走出““山山
沟沟””的爷爷的爷爷，，只好在老家谋生只好在老家谋生，，以便照以便照
应应。。爷爷有一些学问爷爷有一些学问，，也存了不少书也存了不少书，，
加上村民的举荐加上村民的举荐，，他在当地学堂当起了他在当地学堂当起了
教书先生教书先生，，一个月有一个月有66毛钱的薪水毛钱的薪水，，在当在当
时还算是比较体面的工作时还算是比较体面的工作，，这一干就是这一干就是
2020多年多年，，也算为也算为““山沟山沟””里的教育事业里的教育事业，，
做出了很多贡献做出了很多贡献。。

授课之余授课之余，，爷爷经常教育孩子们爷爷经常教育孩子们：：
““长大了一定要走出山沟沟啊长大了一定要走出山沟沟啊，，那样就有那样就有
好日子过了好日子过了。。””

父亲的梦父亲的梦。。父亲出生在上世纪父亲出生在上世纪6060
年代初年代初，，正是正是33年自然灾害时期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时那时
候家里非常穷候家里非常穷，，基本没吃的基本没吃的，，爷爷的丁点爷爷的丁点
儿收入儿收入，，对生计也于事无补对生计也于事无补。。

奶奶回忆说奶奶回忆说，，最难的时候最难的时候，，我的大我的大
伯伯、、姑姑和父亲姑姑和父亲，，整天都饿得直哭整天都饿得直哭，，脸都脸都
饿得发青饿得发青。。和别人家一样和别人家一样，，奶奶每天背奶奶每天背
着父亲着父亲，，带着大伯和姑姑带着大伯和姑姑，，上山采野果上山采野果、、
挖树根挖树根、、摘树叶摘树叶，，回来熬成汤回来熬成汤、、搓成泥搓成泥，，拌拌
着糠做成粗糙的饼子着糠做成粗糙的饼子。。就这样就这样，，父亲度父亲度
过了他难忘的童年过了他难忘的童年。。

由于从小受爷爷的影响由于从小受爷爷的影响，，父亲也一父亲也一
直梦想着走出直梦想着走出““山沟山沟””，，去外面闯闯去外面闯闯。。有有
一回父亲在公社偷懒一回父亲在公社偷懒，，没挣到工分没挣到工分，，被奶被奶

奶骂了一顿奶骂了一顿，，他就气盛出走他就气盛出走，，说要去说要去““山山
外外””闯世界闯世界，，但是没有但是没有““盘缠盘缠””，，加上山路加上山路
难走难走、、又累又饿又累又饿，，他又知难而返了他又知难而返了。。渐渐渐渐
地地，，爷爷和奶奶上了年纪爷爷和奶奶上了年纪，，大伯又中年去大伯又中年去
世世，，姑姑也与家不和姑姑也与家不和，，家庭的重担整个落家庭的重担整个落
到了父亲的肩上到了父亲的肩上。。父亲的梦想父亲的梦想，，也被现也被现
实骨感地搁浅了实骨感地搁浅了。。

不过父亲还算乐观不过父亲还算乐观，，““出不去山沟出不去山沟，，
就在家乡干点事儿吧就在家乡干点事儿吧！！””2020岁时岁时，，他加入他加入
了公社的民兵连了公社的民兵连，，因为很能干因为很能干，，没几年没几年，，
父亲就当上了村里民兵队队长父亲就当上了村里民兵队队长。。三中全三中全
会之后会之后，，““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给家里分了几亩地给家里分了几亩地，，
父亲从连里退了伍父亲从连里退了伍，，带着母亲种起了庄带着母亲种起了庄
稼稼。。后来后来，，父亲把村里几户邻居的田承父亲把村里几户邻居的田承
包过来包过来，，统一种上了中药材统一种上了中药材，，每年都给邻每年都给邻
居们分红居们分红，，带动了好几家农户致富带动了好几家农户致富，，村里村里
人都夸父亲能干人都夸父亲能干，，父亲也被村里评为致父亲也被村里评为致
富能手富能手。。

每天干完活每天干完活，，父亲就坐在田埂上父亲就坐在田埂上，，边边
磕鞋子上的泥磕鞋子上的泥，，边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边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叹道叹道：：““在在‘‘山沟山沟’’里也挺好……里也挺好……””

我的梦我的梦。。我出生在上世纪我出生在上世纪9090年代年代，，
也正是走向新时代的年代也正是走向新时代的年代。。随着年岁增随着年岁增
长长，，我才真正认识到我才真正认识到““山沟山沟””带给人们的苦带给人们的苦
头头，，正如老家顺口溜说的那样正如老家顺口溜说的那样：：““出门跋山出门跋山
又涉水又涉水，，归途山路十八弯归途山路十八弯；；翻过一岭又一翻过一岭又一
岭岭，，还有一山又一山还有一山又一山。。””，，加上爷爷和父亲加上爷爷和父亲

的影响的影响，，我也从小有了走出我也从小有了走出““山沟山沟””的梦的梦
想想。。

20132013年年，，我大学毕业我大学毕业，，响应党和国响应党和国
家的号召家的号召，，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武警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武警
战士战士。。正当全家人都以为我终于走出了正当全家人都以为我终于走出了

““山沟山沟””，，终于实现了三代人梦想的时候终于实现了三代人梦想的时候，，
两年后退伍的我两年后退伍的我，，却来到北京西部深山却来到北京西部深山
区参加了工作区参加了工作，，再次回到了再次回到了““山沟山沟””。。

可能是从小在可能是从小在““山沟山沟””里长大里长大、、适应适应
““山沟山沟””里生活的缘故里生活的缘故，，我在山里的工作我在山里的工作
非常顺利非常顺利，，不仅能很快适应环境不仅能很快适应环境，，而且能而且能
很好与群众打成一片很好与群众打成一片，，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
低收入精准帮扶低收入精准帮扶、、环境整治环境整治、、拆违攻坚等拆违攻坚等
等工作等工作，，都能得心应手都能得心应手。。看到很多同事看到很多同事
因来到因来到““山沟山沟””而苦恼而苦恼、、为走向城区而努为走向城区而努
力的时候力的时候，，我的内心却是十分坦然我的内心却是十分坦然。。看看
到所帮扶过的低收入户到所帮扶过的低收入户““摘帽摘帽””、、乡村环乡村环
境逐渐变好境逐渐变好、、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我的我的
内心更是无比自豪内心更是无比自豪。。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70周年周年，，我们祖我们祖
孙三代走出孙三代走出““山沟山沟””梦也做了梦也做了7070年年。。我我
想想，，““山沟山沟””里面出马列里面出马列、、““山沟山沟””里面有初里面有初
心心、、““山沟山沟””里面留传统里面留传统、、““山沟山沟””里面创辉里面创辉
煌煌，，这不正是这不正是““山沟山沟””的魅力和价值所在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吗吗？？我们我们““山沟山沟””里的梦虽未里的梦虽未““实现实现””，，但也但也
一定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道一定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道，，逐渐实逐渐实
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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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风吹着口琴唤醒万物三月的风吹着口琴唤醒万物
春风的口琴有一万只春风的口琴有一万只
我听见一万只口琴我听见一万只口琴

在在960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万平方公里的大地
和和3003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唱歌万平方公里的海疆唱歌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歌声里大漠浩瀚荡起绿色波浪歌声里大漠浩瀚荡起绿色波浪
歌声里草原辽阔降落白云朵朵歌声里草原辽阔降落白云朵朵
歌声里高原挺起脊梁迎接太阳歌声里高原挺起脊梁迎接太阳
歌声里大地敞开胸怀种下希望歌声里大地敞开胸怀种下希望
波浪一起唱歌沙漠就是绿洲波浪一起唱歌沙漠就是绿洲
白云一起唱歌白云就是羊群白云一起唱歌白云就是羊群

新鲜的太阳新鲜的太阳
欣喜的大地欣喜的大地

它们构成歌唱的原因和目的它们构成歌唱的原因和目的
它们听一切的一切在唱它们听一切的一切在唱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花朵绽放聚集成快乐的海洋花朵绽放聚集成快乐的海洋
麦苗扎下根准备丰收的粮仓麦苗扎下根准备丰收的粮仓

花朵一起歌唱就是最美的心意花朵一起歌唱就是最美的心意
麦苗一起歌唱就是前进的步履麦苗一起歌唱就是前进的步履

在口琴的乐章里在口琴的乐章里
收割的镰刀和强劲的斧头唱歌收割的镰刀和强劲的斧头唱歌
南湖上的游船和辽宁舰唱歌南湖上的游船和辽宁舰唱歌
祖冲之一号和天宫一号唱歌祖冲之一号和天宫一号唱歌

《《离骚离骚》》和和《《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唱歌唱歌
青蒿素和青蒿素和《《蛙蛙》》唱歌唱歌

赵州桥和港珠澳大桥唱歌赵州桥和港珠澳大桥唱歌
蛟龙在龙宫里唱歌蛟龙在龙宫里唱歌
天眼到宇宙唱歌天眼到宇宙唱歌
它们一起唱和它们一起唱和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金戈铁马穿越岁月长河金戈铁马穿越岁月长河
万物的音符跳成舞蹈万物的音符跳成舞蹈

在三月在三月
在春天口琴的巨大叙事中在春天口琴的巨大叙事中

我是微不足道的小我是微不足道的小
以自己的身体折叠影子以自己的身体折叠影子
融汇到云融汇到云 河水河水 和交响乐和交响乐

借一只春风的口琴参与合唱借一只春风的口琴参与合唱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与书香相伴与书香相伴
王靓王靓

7070年来年来，，我国的发展变化是巨我国的发展变化是巨
大的大的，，尤其体现在文化方面尤其体现在文化方面，，如果是如果是
几十年前几十年前，，跟谁去说文化自信跟谁去说文化自信，，恐怕恐怕
十人中有九个是一脸的茫然十人中有九个是一脸的茫然，，而现而现
在在，，大家越来越重视文化大家越来越重视文化，，各类文化各类文化
设施和服务更是慢慢渗透到我们生设施和服务更是慢慢渗透到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活的方方面面，，成了衣食住行之后成了衣食住行之后，，
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第五项需求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第五项需求。。

记得小时候记得小时候，，我酷爱读书我酷爱读书，，无论无论
是画册还是故事是画册还是故事，，无论小说还是诗无论小说还是诗
集集，，偶尔拿到一本偶尔拿到一本《《作文大全作文大全》》都能都能
当做故事书反复的读好几遍当做故事书反复的读好几遍。。那个那个
时候各家的条件都很一般时候各家的条件都很一般，，没有太没有太
多的余钱买书多的余钱买书，，家里的书一年也添家里的书一年也添
置不了几本置不了几本，，仅有的那几本还是期仅有的那几本还是期
末考试前央求父母若考了第一名末考试前央求父母若考了第一名，，
父母就给买本书父母就给买本书。。得偿心愿后得偿心愿后，，在在
学校里最高兴的莫过于拿自己的新学校里最高兴的莫过于拿自己的新
书去和同学互相换着看书去和同学互相换着看。。

第一次知道图书馆这么个名词第一次知道图书馆这么个名词，，

是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是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老师学校老师
让每个同学都交了一张一寸照片让每个同学都交了一张一寸照片，，学学
校统一给每个学生都办了借书证校统一给每个学生都办了借书证，，告告
诉大家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诉大家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什么什么？？
不用花钱买不用花钱买，，拿着这么一张卡片就可拿着这么一张卡片就可
以看书以看书？？到了周六到了周六，，我迫不及待的拿我迫不及待的拿
着借书证找到图书馆着借书证找到图书馆，，那时候的图书那时候的图书
馆就建在临街的地方馆就建在临街的地方，，很好找很好找，，楼顶上楼顶上
有几个金色的大字有几个金色的大字———门头沟区图书—门头沟区图书
馆馆。。走进去走进去，，入眼的就是位于一层的入眼的就是位于一层的
那间大大的屋子那间大大的屋子，，里面放满了书架里面放满了书架，，每每
个书架上都摆满了书个书架上都摆满了书。。我第一次见到我第一次见到
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书，，我一本一本的触摸着书我一本一本的触摸着书
脊脊，，读着书名读着书名，，这些都是我可以阅读的这些都是我可以阅读的
书书。。那天一直到闭馆那天一直到闭馆，，整整三个小时整整三个小时，，
我并没有拿起任何一本书读我并没有拿起任何一本书读，，就站在就站在
那里浏览着所有的书架上的每一本那里浏览着所有的书架上的每一本
书书，，每一本书的书名我都读过每一本书的书名我都读过，，每一本每一本
书我都抚摸过书我都抚摸过，，我的指尖都触碰过我的指尖都触碰过，，我我
的心灵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的心灵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

读高中之后读高中之后，，在同学的带动下在同学的带动下
我办了国家图书馆的借书卡我办了国家图书馆的借书卡，，周末周末
还经常结伴到国图的自习室还经常结伴到国图的自习室。。在那在那
里我才知道原来图书馆还可以分得里我才知道原来图书馆还可以分得
那么细那么细，，除了中文图书室之外还有除了中文图书室之外还有
外文文献外文文献、、年鉴年鉴、、学位论文等各种各学位论文等各种各
样的阅览室样的阅览室。。服务也更加的人性服务也更加的人性
化化，，可以提前通过电脑预约想读的可以提前通过电脑预约想读的
书书。。也是在这里也是在这里，，我知道了有电子我知道了有电子
阅览室阅览室，，有中国知网有中国知网、、万方这些学术万方这些学术
期刊网站期刊网站，，可以查询最新的统计数可以查询最新的统计数
据据，，可以看到优秀的硕士可以看到优秀的硕士、、博士毕业博士毕业
论文论文。。我看到身边的小姐姐通过查我看到身边的小姐姐通过查
询上一年度我国农业生产方面的资询上一年度我国农业生产方面的资
料料，，结合计量经济学做出各种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做出各种数据
分析分析，，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

学生时代的我可以说和图书馆学生时代的我可以说和图书馆
结下了很深的缘分结下了很深的缘分，，大半的时候都大半的时候都
是在阅览室亦或是自习室度过的是在阅览室亦或是自习室度过的。。
可惜的是可惜的是，，工作以后工作以后，，住的地方比较住的地方比较

偏僻偏僻，，离最近的图书馆也有很远的离最近的图书馆也有很远的
路程路程，，想读书学习想读书学习，，家附近连个上自家附近连个上自
习的地方都找不到习的地方都找不到，，实在是有些遗实在是有些遗
憾憾。。

还好还好，，这种日子并没有过多久这种日子并没有过多久，，
小区居委会的阿姨告诉我小区居委会的阿姨告诉我，，现在社区现在社区
里也里也有阅览室有阅览室，，我们这个阅览室是由区我们这个阅览室是由区
图书馆统一管理图书馆统一管理，，要是想看的书阅览室要是想看的书阅览室
没有没有，，工作人员可以帮忙到区图书馆借工作人员可以帮忙到区图书馆借
调调。。这真是天降的喜讯啊这真是天降的喜讯啊，，更不要说为更不要说为
了方便居民阅读了方便居民阅读，，社区里还经常有亲子社区里还经常有亲子
阅读阅读，，流动图书车等等一系列方便居民流动图书车等等一系列方便居民
读书学习的便民服务了读书学习的便民服务了。。

这几十年来通过图书馆的发展这几十年来通过图书馆的发展
与创新与创新，，我看到了我国文化的兴起我看到了我国文化的兴起，，
而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国而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国
力发展的指标了力发展的指标了，，国家投入的大量国家投入的大量
人力物力所提供的各类人性化服人力物力所提供的各类人性化服
务务，，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像我一样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像我一样，，从从
小与书香相伴小与书香相伴，，一起成长一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