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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进博会，我感受中西交汇的器物文明、
多元文化；在国家博物馆，我感受改革开放
的时代脉搏。回望 40 年来家国，正是无数个体命运的改变，正是市场经济对人性和制度力
量的释放，
启蒙了我们的思想，
开启了改革的时代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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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乡里开始修起家谱，看着那一个个家族祖先的名字，从唐朝的长安一直到湖北，从湖
北再迁徙到重庆，
一幅幅宏阔的人生画卷在我的头脑里慢慢的形成。
黄仁宇先生主张以大历史观理解中国社会，解读中国历史，的确如此。回望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历程，时代的宏大叙事总显抽象，从土地承包、乡镇工业、到城市改革，抑或是中国的市
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进程，
改革开放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改变，
对个体家庭命
运的改变，
总让人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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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故乡合川肖家镇上马寺山上，川北连
绵起伏的丘陵像浪花一样，一浪浪延伸天际，远
处就是大巴山余脉华蓥山。在山的北面，就是
小平故里广安。在不远处就是我的家乡平桥
村，如今平桥村已然成为一个消逝的地名，
并入
了新学村——卢作孚先生的祖籍地。
1961 年，作为回乡青年的父亲开始登上了
平桥村的村落政治舞台。这个有着 800 多户人
家的村落有 2000 亩地，5 个生产合作社，土地
肥沃，物产丰富。就是在 2006 年的重庆百年大
旱，故乡的水井都还有甘冽的泉水。
在父亲的坚持下，1966 年，一家大小搬到
了上马寺山脚下一个叫半边街的地方。这是父
亲第一次当家做主而主导的搬家，对一个农村
家庭来说，兴修房屋是一件大事。22 岁的父亲
接过爷爷主持了 40 年的家政大权，在朋友的帮
助下，开始修房。每天的工钱是 1.2 元，请了 4
个石匠安放奠基的石头。父亲的好友，一个叫
蒋严碧的朋友在肖家人民公社供销社工作，他
曾经与父亲颇为相投。
蒋先生给了父亲每天 2 斤酒的定量，在缺
少物资的 1960 年代，2 斤酒对农民兄弟是一个
很大的吸引力。平地基，夯土墙，不久，花去
100 多元后，四间土坯房就修好了。
我在这个茅屋里整整生活了 10 年，直到
1985 年。茅屋冬暖夏凉，但因为矮小，屋子里
总是通风不畅，灶台上蒙了黑黑的一层油，
柴火
的烟气就四散开去，
一餐饭做下来，常常要花去
2 个小时，我的母亲就这样把青春熏染得无影
无踪。但茅屋温馨，在下雨的时候常常看到房
前的莴苣一天一个样，
充满了生机，伴我度过了
难忘的童年时光。
村里安排父亲去佐面，这可能是当时村社
唯一的手工业了，每销售 100 斤，可以计工分
10 分。为了多销售，父亲搞起了代理制，在全
村设了十个点，也给人家一点好处，这样，他的
工分就比较可观了。在童年时代，晚上我总是
悄悄被母亲叫醒，喂上几口面，成了我最美好的
记忆之一。
为了贴补家用，
父亲总是很晚还要
编织竹篮。在昏黄的油灯下，
父亲
用细细的篾丝编织着一家的零
用钱，一个竹篮，需要编大半
天，却只能卖 1 毛 5 分。到上
世纪八十年代，
卖到 5 毛。在
生活的变迁里，父亲一天天
老了，
我们则逐渐长大。
1980 年代初，平桥村开
始土地承包，乡亲们的积极性
空前释放出来，虽然农村的生计
还是艰苦，但吃饱饭的农民开始有
了更多的想法。
1985 年，父亲作出了修房的决定，要为我
和大哥娶媳妇作准备。花去 800 元，修了三间
大瓦房。可是钱不够，
只有用竹竿代替木头，承
接着瓦的重量。
人多地少，在土地之外，
父亲把目光放到了
蔬菜种植上。
从 1993 年开始，家里种植了大量的蔬菜，
高峰时期，有近 10 万斤。凌晨 4 点，父亲、母亲
和大哥就起来办菜，
然后一筐筐挑到镇上，
常常
要挑 1000 多公斤。放了假，我也加入到挑菜的
行列中，常常把肩头磨得鲜血直流，然后结痂，
再磨破，经过 10 来天的磨合，再干上一阵，也就
适应了。
1990 年，父亲再次修房，这时，我正读初
中，大哥已经 20 岁了，必须得筑巢引凤，娶媳妇
了。他亲自带大哥去相亲，抓紧修房子。花了
四个月，终于修好，大嫂也上了门。作为家庭大
事，父亲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对一个老农
来说，这大约是父亲一生的高光时刻，
没有什么
比修房了却孩子婚姻更大的事了。

1994 年，我参加高考，在三江交汇的合阳城，
对未来的迷茫让我对生活没有把握，但还是有一
种深深的期待。在考试要完的时候，我买了一本
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我没有想到，书中出现得最频繁的词汇与我
的生活紧紧相连，
比如记者，
比如中文，
比如大哥，
惊人的相似。让人真的很怀疑命运是否早有安
排。
20 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对于 10 年前的
农村孩子，如果你成绩不是足够好，但还可以，那
你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条道路。这是中国社会的
一种制度性安排，
但没有几个人真正读懂。
30 年前路遥成书的时候，实际上与 20 年前
的我在成长道路上没有多大的区别。
20 年前，我走在向往城市的路上，20 年后，我
走在反思城市的路上。
在城市里，
我常常想起故乡的高粱地，
想起那
些满山遍野的绿色禾苗，
那些层层叠叠的梯田，
那
些沉淀了很多往事的破落的宅院。在虫声编织
的宁静世界里，感受时光缓慢的流过故
乡的河流。
岁月呵……
1997 年 ，重 庆 直 辖 。 7 月 5
日，我与大哥一道把最后几筐西
红柿挑到了镇上销售，农村市场
就要开始疲软了，但没有几个老
乡知道，
我也不知道。
毒辣的阳光把我晒得油黑，我
知道，这基本上是我最后一次帮父兄
干农活了。从此，我就要开始另外一种
不同于农民和学生的生活了。
1997 年 7 月 6 日，我到重庆上班了。在缴纳
了 1 万元入城费后，
我获得了城市户口。
如 今 ，户 口 这 个 奇 怪 的 东 西 ，再 也 阻 挡 不
了 乡 亲 们 的 步 伐 了 ，更 多 的 农 民 子 弟 可 以 进
入 城 市 了 。 2007 年 ，在 我 曾 经 工 作 的 区 ，也
出台了一些针对民工的优惠政策。在经历
20 多 年 的 艰 辛 历 程 后 ，农 民 工 获 得 了 城 市 建
设者的称号 。
从 1997 年到 2005 年，进入城市的生活是愉
快的，然而，不过几年功夫，我得为自己是一
个农家子弟埋单。因为父母没有医保、社
保，在城市化的历程里，我们的亲情因此
显得沉重而深情。
2006 年底，大哥成了两个孩子的
父亲。可是，孩子一出生就不对劲，在
医院抢救了一次，花去 8000 元。一个
农民一年在家的可支配现金收入也就
1000 多元，怎么能够应付得过来，赶快
掏钱救急吧。
1993 年，大哥与大嫂开始出门打工，4 次
出门，终于在 2003 年的时候收获了 1 万 2 千元的
存款。不料，一夜就用光！我看见大嫂的眼里散
出一丝愁苦的光芒。
生活的重负再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孩
子的病成为一颗定时炸弹，随时把父兄卷进愁苦
的生活里。而自己的生活还得继续，也许这就是
众多农村进城大学生的宿命吧。一边是沉甸甸的
亲情，一边是沉甸甸的责任，
亲兄弟明算账并不适
于我们。

时间总是治疗心灵创伤的良药，
生活还要继续。再后来，
重庆成为
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一名记者，十年来累积在心
中的疑问却慢慢在脑海里徐徐展开——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总是容易陷
入困境。
有太多的三农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为此开出了药方，作详尽的分
析——农村公共产品的稀缺、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设计，
已经为中国
农民的命运作了安排。在市场经济没有到来之时，这样一个庞大的社
会只有通过当兵、升学和有限的招工来解决农民的身份问题。
是改革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开启了世界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
城市化进程。2 亿多农民工成为这个世界工厂的主体，他们成为最早
感知市场曙光的人。
2007年7月5日~10日，
我到杭州、
千岛湖、
黄山、
南京参观。稠密的
人口和连绵的工厂正彰现着我们生产制造产业的蓬勃气势。我的大哥、
大嫂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
加班一小时，
不过 2 元。在 10 多年的农民工
生涯里，
并没有挣到什么财富，
反而让大嫂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美好和巨
大的生活落差。既然不能改变世界，
那就改变自己吧。两个年轻人努力
多年，
除了互相埋怨，
在城市里一无所获，
甚至在一家著名的连锁企业里
出了工伤，
也还得我这个弟弟去讨一个公道，
否则，
也就算了。
农民和农民工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作用
和地位却不对称。不但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实际
上农民工问题已经牵涉到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战略全局问
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也就是一句空话。
40 年来，正是城乡社会的不对称，正是农民问题的特殊性和
复杂性，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强大动力之源，成为社会转型
期波澜壮阔的复杂背景。
当务之急，是首先解决好农民工如何更好融入城市，和
谐发展的问题。我向市委市政府提了建议。
三个月后，重庆设立了农民工日。听着电视直播里播出
了我草拟的讲话稿：
“农民工是城市英雄、是建设功臣，是民族
脊梁！”，我不禁热泪纷飞。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城市对农村最深情
的问候。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只有民众拥有了更多的民主权益，我们
的社会才能充满无限的活力。
2002 年，重庆大学城在陈家桥镇白鹤村奠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
者，
我见证了大学城的迅速崛起。
2010 年，两江新区成立，我加入到这个团队中，更加直接感受到重
庆城市化、工业化的脉搏。以两江新区开发开放为标志，
不沿边不靠海
的重庆，
迅速走出一条内陆地区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的新路。
在推动沿海开放的同时，中国开始把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目光锁定
在广袤的中西部。跨国企业在布局重庆的同时，也把全球产业链、价值
链、供应链的发展路径与方式带给了重庆。中央扩大内陆改革开放的
决策，全球资本逐鹿内陆市场的力量，本土工商资本的崛起，地方政府
着力城市化、工业化的力量，
多个力量融合，
渐成气候。
身处其中，变化巨大而浑然不觉。如今龙兴、鱼复、水土已然是沧
桑巨变，整个两江新区更是变化巨大。我更在意的是这里的 38 万转非
民众，
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
已经融入城市，
成为了城市市民，
我为他们
生活的改善而高兴。
从两江国际汽车城到航空航天产业发展，
两江新区的发展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缩影。韩国 KBS 拍摄了一部超级亚洲纪录片，
我向他们推荐了
亚洲之路——一粒咖啡豆背后的全球供应链之变。来自东盟、云南的咖
啡，
经过长江黄金水道，
经过果园港、
中欧重庆班列，
到达欧洲。这个故事
的背后，
是重庆的区位之变，
观念之变。山水之城重庆，
依托母亲河长江，
得以联结富裕的中国沿海与欧洲市场，
成就自己的改革传奇。
在上海进博会，我感受中西交汇的器物文明、多元文化；在国家博
物馆，我感受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回望 40 年来家国，正是无数个体
命运的改变，
正是市场经济对人性和制度力量的释放，
启蒙了我们的思
想，
开启了改革的时代进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复兴只有与普通人
的幸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才是立
体的、感性的。
（作者单位：
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
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