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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庆假期，我同以往过得不一样，我过得很有感

触，因为我观看了电影《李保国》。起初我对这部影片没有太

多关注，是我们辅导员老师跟大家说，假期可以看一下这部

比较有意义的电影。这部电影与我们专业相关，我们是园艺

专业的学生，应该学习李保国教授为农业献身的精神。

李保国，河北农业大学一名普通教授。他 35年如一日

情系太行，把课堂搬进山沟，把实验室放在果园，把论文写

在太行山上;他见不得百姓受穷，一头扎进穷山沟，10多万

农民因他而脱贫，被誉为“太行新愚公”。年仅 58岁的他因

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留给人们无尽的悲痛。作为一名河

北的园艺学子，李保国教授我还是耳熟能详的，我们平时

的专业技能训练课，老师都会给我们讲一些李保国教授的

事迹。

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在翻滚：“活着干，死了

算！”“我最骄傲的是，我变成了农民，千千万万个农民变成

了我！”“不要总想着爬多高，要多想着根扎多深”……一句

句话语朴实动人，一个个片段扣人心弦，一段段故事感人至

深。一个人所做的工作，就是他人生态度的表现，他的职业，

就是他志向和理想的所在。电影《李保国》就告诉了我：他的

一生没有追求个人财富和名利，他追求的是让太行山变绿，

让生活在那里的农民脱贫。这就是他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

作，工作给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影片结尾，身着红

色冲锋衣的李保国大踏步走在前面，身后，不计其数的青年

学子步履铿锵前赴后继，浑厚激昂的画外音恰到好处地响

起：“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

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让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对“三农”工作进行了更加系统

的思考和谋划，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大决策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战略部署，

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8年，我国设

立了“中国农民丰收

节”，是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审议通

过，由国务院批复同

意的。这是第一个在

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

设立的节日。由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审

议设立一个节日是不多见的，充分体现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

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是一件具有

历史意义的大事，是一件蕴涵人民情怀的好

事。这些无不充分体现着党和国家对“三农”工

作的重视，而李保国教授就是搞好“三农”工作

中的一位伟人，我们园艺学子都应该以李保国

教授为榜样。

眼观时下，我认为我们对专业学习的态

度还是与教授差别甚大，首先是对本专业未来

发展出路的迷茫，原因就是我们扎根农村的立

场的脆弱以及对专业兴趣不大；其次是专业知

识和实践经历的匮乏，我们课堂所学对于想学

好本专业来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自己广查资

料，通过各种途径深入学习，也不能将课堂知识很好地应用

于实践。我们虽然有专业技能课，但是我们实践知识与技能

的积累还远远不够，李保国教授每年深入基层 200多天，积

累实践经验，这是何等的刻苦钻研。

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但这句话的前提是爱这一行，扎根这一行，为这一行无私付

出，就像李保国教授这种工匠精神，我们没有认真的付出

过，怎么能谈到“扎根”?怎么能每天空想，认为哪个专业好，

哪个专业有发展，以后有好出路·如果大学时光不扎根自己

的专业，过的浑浑噩噩，假装“很努力”，当然会迷茫。

电影《李保国》告诉我们：想从农业大国变成农业强国，

就要有“愚公移山”般坚韧不拔的毅力，就要有“艰苦奋斗、求

真务实、爱国为民”的太行山精神，就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我们的事业才可以取得成功。身为园艺专业的我们应

该要接过李保国的接力棒，在自己的领域中踏下心来，认真

工作，甘做“愚公”不因贪快求成而走捷径，实实在在做事，为

燕赵大地脱贫攻坚奋发作为。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

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正如习主席对广大青年的希冀，我

们青年一代应该担负起民族复兴大任，要坚定理想信念，志

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那么就要求我们从

学好本专业做起，深入本专业领域，有所作为。有了奋斗的

目标，我们当然就不会迷茫，每天都向着目标前进，每一天

都过得充实而积极向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

己的力量，谱写自己的人生华章!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记国家级贫困县中的“富裕村”

□ 罗学锋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8年新年贺词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精神 -奋斗。

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的青龙满族自治县是秦皇岛市唯一的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一个有 396个自然村和 54万人口的大县，因为

地理位置、资源配置、交通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国家

“脱贫攻坚”战中的重点扶贫对象。近年来，400多名来自省、市、县和镇的

驻村干部，常驻 130多个贫困村，与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一起进行着这

场脱贫攻坚战，践行着“爱国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然而，在这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集体贫困的大的背景下，大巫岚镇

罗杖子村却在 40年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致富之路”，

历经了从集体贫穷到个人富裕，从个人富裕到集体富裕的历程，见证了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真理。

在上个世纪 70到 80年代，罗杖子村是一个有着三百多户人家，一

千多口人的大村、贫困村，人均耕地不足 0.8亩的。传统以“玉米高粱”为

主的农业生产难以满足人们基本温饱问题，一个 6-7口之家的家庭妇

女基本上都有一段辛酸的乞讨史。“山秃、人懒、志短”是当时贫穷的真

实写照，而“穷光荣”、“穷自豪”、“穷横”之风遍布全村。

然而，在改革开放大潮引领下，始于上个世纪 80年代中期的育苗

产业，让整个罗杖子村村民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开始一步步稳定的走上

富裕之路。如今，30多年的育苗产业稳定的发展，上千亩地的上千万株

树苗，让罗杖子村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苗木基地，其板

栗、富士、山楂、梨、苹果等树苗为周边地区经济林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保障。既打造了本地区“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又带来了“金山

银山”的经济效益。罗杖子人让人均 0.8亩的耕地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与种植传统“玉米高粱”作物相比，0.8亩地育苗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成几

十倍、甚至百倍上升。同时，全村的育苗业也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在生态环保、绿色产业、经济效益等诸多方面带动

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依托母亲河 -青龙河充足的水源以及沿岸肥沃的土壤，今天，在整

个以罗杖子村为“育苗”中心的大巫岚镇地区，大地里满眼是整整齐齐

的郁郁葱葱的各种苗木，山上则是满山的果树以及植被，70、80年代的

“秃山”如今满目翠绿。

育苗业的经济效益。育苗业为全村以及周边村落带来巨大的经济

效益，0.8亩的土地育苗近万株，市场价格每株 1元 -2元，2018年春有

的苗木价格更达到 4元一株，为全村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

罗杖子村“致富”的秘诀就在于“奋斗”。作为当地一个大村，周边村

村民都知道，罗杖子村村民是最辛苦的，一年四季没有休息时间，春夏

秋冬都在劳动。从春季的平整土地、栽苗，到夏季的早晨 5点下地干活

到晚上近 8点回家，嫁接、除草，再到秋季的出苗、冬季的护理、平茬。一

年四季都在地里劳动。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辛勤的汗水为罗杖子

村村民带来了回报。30多年来，每到秋季和来年春季秧苗出圃之际，数百

万株出土的树苗给人们带来的是丰厚的回报和喜悦。每年都是几百万流

进百姓的腰包，对于一个除了不到一亩耕地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源的农

村村民来说，每年丰厚的家庭收入更多的体现了奋斗的回报。

改革开放 40年，一个山村，几代人集体见证了、经历了、享受了改

革开放的成果，

作为践行者、见

证者、受益者是

幸福的，因为我

们无愧于这个时

代 ,以一颗“功成

不必在我”之心

践行着“幸福都

是奋斗出来的”

时代精神。

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40年

前的 1978年 12月中央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

次会议确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从此打开了尘封几十

年的国门，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

改革开放经过 40年的不断探索和推进，逐渐形成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中国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局面。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改革开放后今天的

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目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赢得了世界的惊叹与喝彩。

在短短的 4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成果

惠及千家万户，人们迎来了美好的生活。在这 40年改革大潮中，我们共

同见证，共同受益，衣食住行有了根本性的提高，生活质量有了质的飞

跃，普通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充分印证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回想与改革开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用我家庭发生的变化，做一

个对比见证：

60年代，我们一家四口人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公房内，房间潮湿闷

热四处漏风，屋内只有半间炕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些衣物，再加上

一些锅碗瓢盆，再没有什么啦。

70年代分到了两间平房，孩子们也长大了些，家里面依旧很简陋，

生活很简单；里屋有半间炕、桌子、椅子还有两个箱子；外屋有张小床，

一个地炉子、水缸及一些生活用品，地炉子除了用来做饭还靠它取暖。

一到冬天，在屋里穿着棉衣还冻手冻脚。生炉子需要煤，当时我们居住

在县城边上的东南，煤场在县城的西北边，那时要自己推着小车穿过整

个县城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拉煤。吃水也很不方便，得到很远的地方去

挑，每只水桶装水大约 40-50斤一担水百十斤，担次水真不容易，倒在

水缸里能吃上好几天，一点也不敢浪费！

穿的是千篇一律灰色的中山装或蓝灰色的解放装，被形容为“蓝色

的海洋”，这比文革中的补丁摞补丁已经好多了。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

生活的极大丰富和思想的解放，人们的衣着变得丰富多彩，很多人穿上

各种名牌或时装，女人们拥有各种化妆品，打扮起来真是漂亮极了。如今

服饰再也不是御寒的工具，而是人们显示风度，彰显个性的方式，就连 70、80多岁的

老同志，每人也有好多漂亮的衣服，展示了老年人的风采。

改革前，食物匮乏、单调什么都买不到，一切凭票购买，每人每月半斤肉，米面定

量供应：改革开放后，人们不但能够吃饱吃好，还讲究营养，绿色食品、科学卫生日益

深入人心，现在市场繁荣，应有尽有，除了丰富多样的主食，还有很多小食品花样翻

新琳琅满目。

83年我们终于搬到楼上，有了自来水，一拧水就出来，太方便了，也从此告别了

扁担和水桶。但是做饭和取暖问题还没有解决。生个铁炉子，从楼下把煤拎上来，再

把烧过的灰碳拎下去。着急吃饭上班，可做饭时煤点不着，火上不来，连吹带煽，弄得

满屋烟气腾腾，熏得人眼泪不知流了多少，家家如此。

改革后，有了煤气灶，用上了液化气，虽然方便了许多，但液化气用完了还得找

人去灌，还有危险，现在安上管道用上天然气就方便多了，做饭时一拧火就着了，很

快饭菜就做熟了，另外各种炊具日益更新什么高压锅、电饭锅、堡、微波炉、电磁炉还

有各种功能的抽油烟机，有点烟很快就被吸走了，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生活质量大大提升，给人们带来多大的幸福啊。

取暖的问题也解决了，装上了暖气，到了冬天屋里温暖如春，真是好极了。又安

装了空调，可以自动调节，冬暖夏凉。

84年开始买了一台洗衣机，是单缸的，当时非常满足。洗点衣服再也不用费力

气了，后来又有了双缸洗衣机，不但能洗的干净还能自动甩干，晾晾就能穿了，现在

又有了全自动洗衣机把脏衣服放进去，它就会自动洗净甩干，解放了多少劳动力，节

省了多少时间！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工作和享受生活，这样的生活真是太

惬意了。

电冰箱的使用使我们的生活又上了一个档次，它能冷藏还可以冷冻，能够自己

制作冷饮冰棍等等。

80年代以前家里有个收音机，能听听新闻广播、音乐戏曲、孙敬修讲故事，就很

不错了；后来有了录音机，放上磁带就可以听到很多歌曲周璇的邓丽君的等等。

那时小县城买不到电视机，还是从石家庄市买来一台 9英寸黑白电视机，能看

到里边的人，跟电影差不多。再后来有了 24英寸的彩电。丰富精彩的节目使人们的

精神生活大大提高，现在的电视大得很，有液晶的平板的各种型号各种功能的都有，

还可以壁挂在墙上，电视节目多的数不胜数，精彩纷呈，连续剧太好看了，我尤其爱

看古装的历史剧，使人受到教育、增长知识。

以前电视的特点是他演什么你看什么，你想看什么它解决不了，现在连上网络

了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了。

电脑比电视又进了一步，电脑里要什么有什么，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电视里

有的电脑里有，电视里没有的电脑里也有，各种知识、寻医问药、世界各地的一切一

切，可以说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

我努力学习各种知识，现在基本上会使用电脑啦，跟着电脑学歌，学广场舞，看

连续剧，有自己喜欢的歌曲还能从电脑上下载打印，分发给老同志们，我们的文艺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了。

我还可以用电脑哄孩子。我有三个小老外，一个 4岁多的重外孙女，还有两个分

别为 2岁、3岁多的重外孙子。4岁的喜欢看小猪佩奇：3岁的喜欢看汪汪队和海底小

纵队，2岁的喜欢看宝宝巴士，他们来了我可以根据他们的喜好，从电脑上找出来，让

他们看，我在一旁看着加以指导，他们非常高兴，都会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看，就这

样我能轻轻松松把孩子看好。

以前家里没有电话，有事找人满院子跑，累的够呛，开始当领导的有资格安电

话，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家家户户都安装上了电话，有事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尤其

是长途电话，不管距离多么遥远，一个电话就可以传达亲人们的关怀和问候，使书信

往来成为了历史。

大哥大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灵活方便，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接打电话。

手机小巧灵笼，携带方便，使通讯更加便捷，在国内国外到处都可以联络到。手

机功能也在不断的增加，不但能照相还能录像，过去一般家庭很少买得起录像机，只

有机关单位才配得起，且又大又沉携带及其不便。现在有个家庭、亲朋好友聚会及重

大和有趣的事件，小小的手机就可以录下来，且可以储存起来，作为永久纪念。现在

有手机的人个个都会照相，就连我 4岁的小重外孙女都会使用，还能从手机上找儿

童节目，孩子们都太聪明了，太能耐了，足以说明新时代的儿童与过去的儿童大不一

样了，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是国富民强的真实写照。

手机还有更强大的功能就是可以QQ和微信聊天，还可以视频，不论人在哪里，

距离多么遥远，只要手机在手，就可以视频，亲人们就会来到你的眼前……

让人惊讶的是，手机还可以当钱包使用，买东西用微信输上密码就把钱支付了，

真是安全方便啊。这样在市面上钞票流通就少了，出门也不用带很多钱，再也不用担

心小偷偷钱了，真好。

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太多太大的变化。过去汇点钱，寄点东西或取点

东西，都得走老远到邮局去办手续，才能取回来，现在从手机上就可以转账汇款秒到

账，还有理财功能使我们的资金增加积累。还可以从网上买东西，这叫网购，不用出

屋从手机上就可以选择购买，上海、南京……不管多远，很快快递就给你送到家，东

西不仅便宜而且时尚。

手机应用非常广泛，其功能几乎可以取代电视、电脑，真是方便极了。

97年房改后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产权的房子了，屋子宽敞明亮舒适。孩子们

又陆续买了几套房给自己的儿女，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啊！

私家车更是没想过，94年孩子们买了一辆小轿车，坐着孩子们开的车到处旅游、

逛商场，到天津看望亲朋好友，真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现在很多家庭都有了自己的

车子。再也不用拎着大包小裹的赶火车挤汽车了。

你看吧，马路上多的不是自行车电动车也不是三轮车而是小汽车，高峰时段甚

至发生拥堵，中国发展到这种程度，你能想象得到吗？

近年来，工资水平更是逐年提高使人们衣食无忧，享受快乐的生活。

改革开放 40年我的家庭变化真是翻天覆地，这仅仅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缩影，

也只能代表一般水平，比我们强的还有很多，但足以说明 40年的改革开放，使人们

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40年前后对比天壤之别，变化巨大，我能够赶上这个时代，非

常幸福，也非常骄傲和自豪。我要用实际行动感谢党感谢改革开放。

从 1998年 7月 14日开始组织老年合唱团。当时的目的是歌唱祖国，歌唱党，歌

唱新时代，用歌声铺满人生路，使老同志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健康长寿。

刚开始歌片是用手抄写的，现在我从电脑上找到好的歌曲下载打印出来，复印

发给大家，再组织大家学唱，在迎新年茶话会上演出，受到广泛好评，至今已整整 20

年了。

从 1996年我每天早晨拎着录音机，现在已经用音响了，组织老年朋友晨练，做

健身操，跳广场舞也已经坚持了 20多年了。

我现年 87周岁，能在有生之年为大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感到荣幸和欣慰。

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今天，我要继续前行。

40年的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当

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

我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改革开放再出发，祖国的明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人更美，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祖国更强盛，祖国的明天更美好，继往开来的

中华民族更加辉煌！ （作者为学校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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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洪亮摄

朱洪亮摄

我的青春不迷茫———观《李保国》有感
□ 园艺科技学院园艺 1602邓佳昕 指导教师顾少海

（一）

国贫积弱寇凶残，

占领关东仍不甘。

华北伺机寻猎物，

卢沟滋事挑争端。

神州儿女同敌忾，

华夏军民共抗顽。

浴血八年驱虎豹，

乾坤扭转凯歌还。

（二）

卢沟永定历沧桑，

见证倭魑患病狂。

来犯恶魔无道义，

卫国壮士有担当。

鬼嚣“仨月神州灭”，

杰叫八年日本降。

赤县如今天下赞，

曾经国耻记得详。

纪念卢沟桥事变八十一周年
（新韵）

刘士光

（作者为外国语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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