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来安县城的变化，我感慨万千，新旧对比，有
天壤之别。四十多年来的变化，可谓今非昔比，日新
月异。

打开记忆的阀门，让往事回放。四十年前的夜
晚，一盏让孩子们捉蛐蛐、耍游戏的街灯就是来安中
心街（东巷口）的一盏氖气灯。当时宽敞的东西大
街，也只是条约 10来米宽的砂子路面；南北大街是
不足 5 米宽的石板路，算得上是一条古老的街道。
街面的店铺除了几家供销商店、百货商店和粮店、面
店、服务部外再无店铺。繁华的闹市就是中心街的
百货大楼和土产公司大楼，还有新华书店。县城的
城界南至现在的工商银行，北至老北门食品站门前；
东到老一中，西接现在的城河路，就是现在的荣华商
场门前。城河路、健康路、永阳东路及永阳市场，都
是建在过去的城墙根之上，整个县城不足一平方公
里。有句民谣说得好：“来安县，破猪圈，老爷打板，
四门都听见。”从民谣中就知道，当时县城的规模是
何等之小。现在的县城是原先的几十倍之多。从城
界可以看出，现在的城界是:东至华阳玻璃厂，西至
双塘窑场，东西约6.5公里之多；南延“贝发”小区，北
到肖官桥，南北约 6.3公里之多。目前，县城所占地
约 41平方公里。县城所在地，即新安镇，新中国建
立前叫大用镇，镇政府的办公场所即原先的县政府。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那一年，我跨
出高中校门，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走向社会。搭上
通往社会的第一班车，就是从定远的乡下来到来安
县城，当时父亲家就住在来安县城的“搭阁巷”。那
时的街道尽管夜晚是漆黑的，但比贫穷落后的农村
老家要好得多，起码中心街还有一个雪亮的“牛蛋”
灯。除了几盏昏暗的巷口路灯，这里是最繁华的地
段。因有电影院，所以卖水果、瓜子、花生、卖香干的
摊点占满了街面，好在那时没有车辆，熙攘的人群完
全占据了路面。这里也是孩子们的乐园，他们在这
里有抓蟋蟀的，打纸包的，耍游戏的，一切都全凭这
盏“雪亮”的灯。如遇断电，街道是一片漆黑。唯有
居民的烛光，给县城增添了气息。早晨五点半，中心
街的有线广播准时送出优美的“东方红晨曲……”，
这就是我对来安县城及夜景的最早的记忆。柳亚子
先生的“火树银花不夜天”，一直是我向往的夜景。

70年峥嵘岁月，弹指一挥间；40年的改革春风，
使来安县城旧貌换新颜。街道路面不仅拓宽，而且
绿荫蔽日，无灰尘垃圾。城镇的亮化工程逐年提
升。路灯数量逐年增加，在光源的选用上也更加注
重环保性和节能效果，电子节能灯和LED灯被普遍
使用。路灯供电线路也由架空线路变为地埋电缆，
更具安全性和美观性。路灯的变化见证了城市的变
迁，路越修越宽越平，灯越照越亮越远，人们的生活
越过越好越美。以前的来安县城街道，又脏又乱，没
有人清理，没有人打扫；现在，街道不仅宽敞而且整
洁。条条街道上，不时地看见志愿者的身影。

目前，来安县的城镇建设，基本按城区绿地系统
要求建设，一是强化生态、二是将游憩、景观有机结
合。采用“点、线、面”结合的绿化系统，在全县城构
建“五园、七廊”的城市绿地，与外围区域生态有机相
连。“五园”即来安城区内5个大型城市级公园，它们
是：“城北公园、蝴蝶公园、城西公园、中央公园、平阳
公园”。“七廊”即重点打造 7大城市滨水绿廊，主要

包括：“平阳河、东干渠、西干渠、二里河、三里河、老
城河、新城河 7大城市滨水绿廊。规划设置城市级
公园、社区级公园及街头绿地三级公共绿地体系构
成。预计到2030年，我县公共绿地用地规模控制在
315.9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6平米。40年的改
革开放，70年的努力奋斗，祖国变得繁荣富强。经济
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来安人今天的生活
也是越来越幸福了。

来安街道的变迁，让人感受到70年来祖国翻天
覆地的变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不仅工业
落后，而且农业也是原始的农耕，没有机械化，大部
分是手工劳动。据老人说，60年代初人们的理想就
是“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
生活。当下，不要说电灯、电话，就连电脑、彩电、小
汽车也家家有；智能手机全面普及；城镇高楼耸立，
各式样的建筑群像雨后春笋，落地开发区。想也不
敢想的居住城市化，耕种机械化，都已成为现实。人
们不再满足温饱，而是在追求生活的品质。不仅要
吃好，而且还要穿好住好，就连普通的家庭，也是冬
有暖风夏有凉风，小汽车开到家门口。

七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们的祖国振翅一飞，再
度冲上云霄，向全世界发出了最为雄健豪壮的声音：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巨人的呐喊，震荡环宇，
让群山响应，大海回波。

追忆烽火岁月，我们有过苦难，经历过磨砺、我
们有过苦涩的追求，可我们都挺过了；我们有过梦
想、我们有过豪情壮志、我们也有过无数快乐和喜
悦，我们都经历了。我们为有一个不畏艰难、勇往直
前的民族而自豪，我们为有一个伟大的祖国母亲而
骄傲！

2019年，是祖国母亲70华诞。七十年来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力和人民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从农民身上就有亲身体
会：从原来的交公粮到现在的种地给补偿；从原来的
缺衣少食到现在的美满生活；再看城镇道路，从原来
的土路到现在的柏油马路，由高速路，到高铁，都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才能创造出如今繁荣富强的大好局面。

回看70年前，中国是内忧外患，贫困落后，但今
天已今非昔比。当然，这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立
下的赫赫战功。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看到了祖国的
飞速进步与发展，看到了我们远大的理想与目标，各
族人民向着我们远大的理想去努力，去建设我们更
加和谐美好的社会。

自强不息，是我们中华人民的传统精神。现在
的我们虽然繁荣富强，蒸蒸日上。但作为中华民族
子女的我们，更应该努力学习，把我们的祖国复兴光
大。让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奋斗！为早日实
现祖国伟大的复兴加油!

几十年来，通过艰苦奋斗，我国取得了经济社会
的迅猛发展：港珠澳大桥、胡麻岭隧
道、郑万铁路、复兴号、上海洋山港自
动化码头、中国移动互联网等一个个
超级工程，这都是我们的骄傲。让中
华儿女共同携手编织美好蓝图，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将牢记着祖国的风风雨雨，
不忘初心，奋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从街道变化 看祖国发展
秋 枫

东巷口，这是上个世纪来安县城的一个重要地标。
1949年4月，解放初的来安县是个小县、穷县。社会上流行一句

顺口溜：来安县、破猪圈，老爷子打板子，四门都听见。当时，全县还
不到 20万人，环县城一周的城墙头不足 3000米，城里只有一条南北
大街，勉强让大卡车通行。在大街的大致中心点处，有一条折向东的
大街，称为东大街，因为这是一个T型通道，所以，人们就习惯地称其
为东巷口（朝东向），因为我家就在东北侧的一个大院里，从儿时起就
与它朝夕相处，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住来城的大人小孩们也都知道
它，随口就能说出来。

东巷口是来城的商业集中区。在巷口南侧的街两旁有街西边的
张家布店、赵家杂货店（后改成照相馆）、鲍家京货店、赵家糕点店（后
改成油坊）；而街东边是赵家日杂店、王家开水灶、徐家理发店、余家
木匠铺和彭家山货店；在巷口北侧街两旁，有街西边的赵、宋家干鲜
摊、余家布店、李家医药诊所、张家杂货店。经过一向西的小巷子后
又有李家中药店、张家杂货店（后改为工艺刻字社）和史家干鲜店；而
街东边是许家、金家山货店和王家饭店、王家面馆、张家布店、常家酱
醋店、余家诊所、王家油条店、胡家豆腐店等；在巷口东侧两边，有街
北面的王家木匠铺、吴家饭店、马家竹器店、王家皮条店；而街南面是
供销社的一个门市部、汪家竹器店、陶家篾匠铺等。这几十家工商业
者在当时的来城是比较活跃的经济力量，是当时来城工商业的一个
缩影。

东巷口也是城乡集市贸易的集散地。每逢农历的一、五、八，来
城逢集，四邻八乡农民都要进城赶集。东巷口各家商店的门面前也
都摆上了各色摊点，大量农副土特产品和日用百货等沿街叫卖，非常
热闹。每天进城的菜农们也把新鲜蔬菜送来设点，使得这里更加热
闹。

东巷口的热闹还在于它是县里重要的宣传阵地。解放后，来安
县委、县人民政府就设在离东巷口不远处的东大街上，这附近还有机
关干部业余夜校、总工会和县委党校，是一个政治气氛很浓的地方。
在东巷口许家南侧的屋山墙，是县政府、法院经常张贴布告、部门单
位张贴通知、启示、广告、消息的地方。1954年后，来城办起了一个
小发电厂，沿街很多家商店都装上了电灯，东巷口的晚上因为又装上
了路灯，比过去更亮了。文化馆又在许家的山墙上安装了一个“灯光
板”，吸引来城的大人和小孩在此观赏。灯光板的内容不定期更换，
起到了思想文化宣传的作用。当县人民广播站成立后，东巷口的一
根电线杆子上装上了高音喇叭，又给东巷口增添了新的生活氛围。
在当时的条件下，每当广播响起，就有很多居民群众聚集在喇叭下，
收听时事政治和文化音乐，居民的生活方式在悄悄地改变中。

逢年过节的时候，东巷口处总要张灯结彩，加上各商业门点的布
置，更显得特别喜庆。文化部门和一些单位还要组织文艺团队上街
玩灯、划龙船、踩高跷，还有文艺演出，人们都集中到东巷口处观赏热
闹，锣鼓声、器乐声、鞭炮声、欢呼声、说唱声汇聚在一起，这是人们最
开心、最轻松的时刻。欢笑告别了忧愁，欢乐展示新生活的美好，我
们随着大人们看热闹，既大饱了眼福，也增添了生活的情趣和见识，
自然地也就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中！

东巷口，还是来城孩童们玩耍的好地方。白天，小学生们在校上
课，放晚学后常随家长们到这里吃“晚茶”（因为还没到吃晚饭的时
间，这时候买点街头小吃，打打“牙祭”，这就通称为吃“晚茶”）。因为
东巷口稍北处还有一处叫“朱大厅”的地方，是当时朱家的一个大院，
每到城里逢集的时候，这里有很多人来摆摊，也有外地跑江湖的艺
人、商贩来说大书、卖狗皮膏药之类的东西。所以，到了夜晚，孩子们
就常在东巷口到朱大厅这一带玩游戏，有时玩得很晚，要等家里大人
找来才各自散去。东巷口就是孩童们的集散点。

解放前，来城曾遭受过战争的破坏，日本鬼子的飞机曾在来城丢
下了万恶的炸弹，东巷口附近也难逃劫难，直到解放后还留下累累伤
痕。

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
的展开，东巷口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

第一次，大至在 1953年下半年。当时只是把赵家、宋家干鲜摊
搬走，在那里打开了向西的通道，这个通道一边顺着张家布店的北山
墙向西延伸，在实小的东北处建了一个公共厕所后又向西建了实小
的北围墙，还留下了实小的北大门，围墙一直建到城墙下。通道的另
一边是顺着余家布店的南山墙向西到水井处。

第二次，大约从 1954年开始。在城乡合作化的高潮中，从余家
布店到张家工艺刻字社向西都被列入拆迁改造中，面向东南的百货
商场进入了设计建设中。同时，在商场的西边又建起了来安县供销
合作社大楼。这样，一条向西的大街就有了雏形。

第三次，大约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又经历了更大规模的改造
建设中，从张家布店、赵家杂货店、鲍家、赵家向西全在拆迁中，直到
实小的东围墙的巷道处。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面向东北的迎春酒
楼和面向供销社的人民剧场。与此同时，在东大街的街南边建起了
人民银行大楼，在街北面建起了邮电大楼，来安县委、县政府正着手
把东巷口打造成来安县的“四牌楼”。

从1957年开始，东西大街的拆迁改造工作开始启动了。西大街
翻过老城墙，开始了新居民区的建设，主要用于旧城改造中居民的搬
迁安置工作。与此同时，一栋面向西南的“工业大楼”已在布局中。
到了1958年，县委、县政府加快了东西大街的整治改造工程，在不到
半年的时间里，县委、县政府东侧的旧房全部搬迁，来安中学建起了
新的校园围墙，原来的校门已移到了东城墙，加上学生课余劳动整理
的校园内坟地、荒丘，来安中学面貌一新。几乎同时，一幢新的教学
大楼破土动工了。东巷口处的“工业大楼”建设也正式启动。到了
1960年，来安县“四牌楼”的格局已经呈现在来安人民面前。

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来安县较早地推行了农业包产到户责任
制，城乡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小城镇建设也快速发展起来，县委、县政
府把城镇规划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在城镇总体向南向西拓展的
同时，东巷口处的建设改造工作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50年代建的
百货商场落后了，已不能满足广大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到
了80年代中后期，县政府筹资在原百货商场的基础上盖起了新的百
货大楼。迎春酒楼也因质量和功能方面的缺陷被整体拆除，在原址
上重建成新的商贸大厦。而工商银行（由人民银行转变成的）也因业
务发展之需被南迁。旧楼拆除后，这里建起了供销商厦，后来又在商
厦的东边（原县委招待所的旧址上）盖起了白云商厦。原来的邮电大
楼也随着电信事业的改革发展，南移到了南大街鼓楼口处，建成了新
的电信大楼。昔日的东巷口也已焕然一新。如今，这里是县城的中
心处，是四通八达的十字街路口，是来城商贸繁华之地。新四牌楼带
来了新气象，这是改革开放的新成就、新面貌，也是来安县城镇化进
程中的一处值得点赞的新亮点吧！

在隆重纪念建国70周年华诞的时候，东巷口在人们的话语中消
失了，而且在人们的视野中也改观了。但它却记载着历史的沧桑，更
记载着共产党、新中国改天换地的伟大功绩。

七十年东巷口的记忆，永远在我心中！

东巷口－－七十年难忘的记忆
何席章

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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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通宝老师离开已经一年了。每当回忆
起他的音容笑貌，我总是心潮难平。他那敬
老爱老、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精神，使老年
大学诗词班的学员们，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一颗爱心奉献老年教育
崔通宝老师生前是县第三中学的高级语

文教师，当时带两个高中毕业班。他又是省
作家协会会员，全国诗词协会会员。在完成
繁忙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利用有限的业余时
间，创作了将近 200万字的文学作品。同时
他又是《永阳诗韵》的主编。

人们常说：能者多劳。2011 年，县老年
大学恳请崔老师担任老年大学的诗词班教
员。崔老师认为帮助老年人学习古典诗词，
传承古典文化，自己义不容辞，于是他欣然接
下了这份“差事”。

崔老师热爱写作，知识渊博，对古诗词颇
有造诣，讲起课来也驾轻就熟，娓娓动听。他
的每堂诗词课总是座无虚席。课堂上，老年
学员们总是那么专注，那么聚精会神。2018
年，崔老师在老年大学已带了八年的诗词课
了。八年来，在崔老师的无私教导下，学员们
写出了大量的诗词，其中有许多诗作分别发
表在国家、省、市县的报刊杂志上，有的还获
得了不错的奖项，为老年大学争得了荣誉。

一道没有改完的作业
2018 年崔老师在滁州周边的文艺圈发

起了写消寒诗的活动。写消寒诗是古代文
人雅士在数九寒天以写诗唱和的一道文字
游戏。即每年一到冬至开始数九。九九八
十一天，每九写一首律诗或绝句。写消寒诗
与写近体诗不一样，难度较大。那就是每首
消寒诗规定一个“韵”字且一韵到底，中途不
得换韵。崔老师要求学员这个寒假尝试习

写消寒诗。
有了这道寒假作业，我们这些老年学员

们在漫长的寒假里，可有事做了。整天开动
脑筋，搜词觅句，苦思冥想，有时夜里醒来也
在反复推敲。

虽说消寒诗难写，但苦中有乐。当我的
第一首消寒诗写成后，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觉得这个寒假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九首
消寒诗写好后，我又即兴写了一篇《九九消寒
赋雅韵》的文章。为了节省崔老师的时间，我
叫小孩用电子邮箱发给了崔老师。发过之后
总是在期盼着崔老师用他那生花的妙笔给我
的诗修改、润色。

开学了，我的诗展现在学校多功能教室
的大屏幕上。我的原作和经老师修改后的作
品同时出现在大屏幕上进行对比，修改后的
诗文不但提升了意境，而且又合辙押韵。特
别是有个别字、词的改动，真可谓画龙点睛，
叫人拍案叫绝。对于诗的不足之处崔老师也
是善意地、婉转地指出，叫人心悦诚服。由于
是九首，一节课没有讲完，我只好期待着下一
节课崔老师接着再讲。可谁知，人有旦夕祸
福，没有几天，老师就住进了医院，而这一住
就是永远没有回来了。他走得那么匆忙。

一句没有兑现的诺言
2016 年，是我在老年大学，跟崔老师学

习的第六个年头，也正逢来安老年大学建
校 20 周年校庆，对此，我决定把这六年来
跟崔老师所学写的诗文整理成书《杨明玉

诗文集》，向学校献礼。我想请崔老师给写
书序，又不好开这个口，因为我知道崔老师
实在是太忙了。此时，老年大学的高校长
把我的想法和崔老师说了。没想到崔老师
满口答应了。

崔老师在百忙之中把书序写好了，并通
知我说：“我住在新城区的贝发小区。路太远
了，大热天你骑车也不方便，11 点你在三中
大门口等我，我给你送去。”11时，他如约而
至，满脸的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襟，他把写好的
序言交给了我，并同时从包里拿出一沓厚厚
的，经他修改过的文稿，并嘱咐我回去按红笔
改过的地方纠正。当接过文稿的一瞬间，我
的眼眶湿润了：作为并无深交的老师，花这么
长的时间给我写书序，还给我的文稿进行了
整理、修改、校正、排版，这要费多少心血啊！

回家后，我把文稿修改好，又传给了崔老
师进行第二次修改校正。就这样，重复修改
了四次后，我实在不忍心再麻烦崔老师了，自
行做主，付梓印刷了。

《杨明玉诗文集》在老年大学反响较大，
崔老师在文联作协的会议上也作了宣传推
荐，并鼓励我要继续写下去，希望以后能看到
我的新作。当时我也很自信地向老师保证：
我一定不辜负老师的厚望，在有生之年一定
会写出第一本、第二本……不过我有一个要
求，到时还请崔老师给我写书序，当时崔老师
就爽快的答应了：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只要
你写一本书，我就给你作一篇序。可万万没
有想到老师的这份承诺，却再也兑现不了了。

敬爱的崔老师，你虽然走了，但我一定会
坚持写下去，待我出第二本书的时候，我定会
拿着我拙作来到你的墓前祭拜你的英灵，聆
听你的教诲！尊敬的崔老师，安息吧！

担 当
杨明玉

在我的工作简历中，就曾经发生过“三十年河东
转河西”的巨变，让我感慨良多。

1963年，我中专毕业后分到长山林场当工人劳
动锻炼。这年冬季，我的好友，厂里的统计员车华荣
同志光荣参军。当时打算让我接任统计工作，后经
政审，我的政治条件不够当统计员。对此，并未怨天
尤人。当时年轻，我初出校门，思想单纯，没有多少
想法，尤其是在那个不论做什么事，包括交朋友、谈
恋爱都要讲阶级成份的年头，一个家庭成分高的人
得不到重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我们在最困
难的时期完成中专学业，总觉得自己没有学到多少
知识，“肚里无货”，因此不可能产生“怀才不遇”的思
想。当工人就当工人吧！拼命干活就是了。然而十
二年后，也正是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最紧的时候，
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
政策在我身上落实了。我不仅光荣地入党，还提拔
为国家干部。这在当时同等情况下的人中真属“鹤
立鸡群”，使许多人望尘莫及！

“天地转，光阴迫”，时光很快走完了 30 年的历
程。1993年3月，我任县统计局长。记得组织上找我
谈话那天，我愉快地接受了。可是刚出组织部大门，
一位同志当面向我说：“统计局局长一无权二无钱，
没有什么干相”！还有一位同志说：“你早就是正科
了，平调到哪个局不比统计局强，成天和数字打交
道，枯燥无味，然而我听过都是坦然一笑。

我到统计局后，紧紧依靠组织的支持和集体的
力量，各项工作干得都很出色。尤其是农村统计改
革，在省委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交流经验，滁州市政
府两次评比，都是一等奖，得奖金一万元。1995年 8

月，湖南省统计局长率长沙、邵阳、浏阳市的统计局
长一行四人，也慕名前来参观考察。我是当时来安
县解放以来任统计局局长时间最长的，也是唯一一
个在本局退休的局长。创下了来安县统计史上的

“吉尼斯”记录。从1963年不够格当一个林场的统计
员，到 1993 年当一个县的统计局长，这在某些人眼
里，可能是不屑一顾，但对我来讲，恰是从吐鲁番盆
地一跃到珠穆朗玛峰之巅。其跨度之大，反差之强，
不正是三十年河东转河西的写照吗！现在细想一下
我们这些古稀老人，经历的“三十年河东转河西”的
事，何止一两件呢？！从当年的撤乡建人民公社，到
后来的撤人民公社又恢复乡级建制；从当年的人与
人之间的咬牙切齿斗争，到今天的人与人之间的以
和为贵；从当年要消灭麻雀，到后来要依法保护麻
雀；从当年的“人定胜天”“改造自然”，到今天的退耕
还林，还草，还水，树立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
观……事实就是这样，有时候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
产生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当时是适应的、正确
的，但时过境迁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原先的一切
又不适应、不正确了。于是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就
得与时俱进，重新修订，这讲起来也是正常的。

人的一生是充满矛盾，不断变化的。俗话说人
生要分多少节子（即多少阶段）过，人在“低谷”时，有
两种选择，要么是“破罐破摔”，从此沉沦下去，结果
被时代淘汰；要么是想得开，朝前看、努力学习、坚韧
不拔奋斗下去，要相信“低谷”是暂时的，可变化的。
更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一旦机会到来，就会走出“低
谷”，就是“时来运转”，就会奇迹般出现“三十年河东
转河西”。

三十年河东转河西
扬大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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