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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 2019！
时光将你送来， 与我们同行一程。 网

络语如此解读你：2019，“爱你依旧”。
爱在天地之间， 更在寻常生活之中。
或许是已入不惑之年的缘故， 从未像

现在这样豁然开朗， 且深深懂得抛却一切
名缰利锁 ， 远离一切是非纷争 ， 用心去
“爱”， 是何等珍贵。

读到一句话： “你是单位的草， 却是
家庭的天。” 特别是当原同事小魏因一场
深夜车祸猝然离世， 让我更加理解了这句
话的真意。 在单位， 他是顶梁柱， 无暇顾
家。 然而当他冰冷地躺在家门外时， 整个
家突然塌了。

父 母 、 妻 儿 哭 天 抢 地 ， 却 再 也 唤
不回那个身为儿子、 丈夫、 父亲的小魏。
单位不出几日便会有新人添进 ， 照常运
转。 小魏成了单位的回忆， 却成了家庭永
远的伤痛。

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非全部。 爱

岗、 敬业、 奉献， 是职责所系， 理应投入
百分之百的努力， 但前提是力所能及、 量
力而行。

我深爱现在从事的文艺工作， 且因钟
爱当成了事业。 自己编辑的杂志即将走进
第七个年头， 作者、 读者日益增多， 广受
肯定； 自己策划的展览、 采风、 演出、 图
书走近寻常百姓， 让文艺真正惠民。

2019， 我会累并快乐地继续爱我的工
作， 因为它不仅给了我社会角色与生活亮
色， 更让我找到了成就与价值。

然而 ， 不管怎样 ， 家庭永远不能忽
略， 更要用 “爱” 去经营。 几起痛心的身
边事让我明白： 千万不要在家人需要陪伴
时 ， 你总是没时间 ； 而等积劳成疾病倒
了， 却拖着病体需要家人来陪， 这该是多
么痛的领悟。

2019， 我将用尽全力演绎好专属自己
的多重家庭角色。

当然， 爱别人， 首要是自爱， 极力维

护好身心健康的自己。 很佩服那些在忙碌
中依然潇洒生活的人 。 潇洒 ， 不等于放
任， 而是另一种自律。

一直坚持跑步的李姐、 坚持瑜珈的小
段、 坚持早起的赵叔、 坚持练字的小马、
坚持朗读的张姐……身边这些人如 “小太
阳” 一般， 赐予我生活的正能量， 激励我
不懈地坚持健行、 读书、 摄影、 写作、 歌
唱。 新的一年， 要尽可能以一个阳光、 健
康、 乐观、 豁达的形象， 陪伴爱我和我爱
的人。

2019， 我当更爱自己， 追寻更舒心的
生活方式。

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这是我人
生的信条与追逐 。 我愿用一双天真的眼
睛， 笑看人世间更多的真善美。

站在新年的起点， 一切归零、 一切重
启， 深呼吸、 鼓足劲， 用 “爱” 拥抱2019
的朝阳。

2019， 爱你依旧。

2018年已经过去了， 岁月回眸， 一些
人、 一些事留在了印象深处， 回味悠长。

花姐姐的花样盛 年 。 花 姐 姐 今 年
46岁 。 一年前 ， 她只是一个初中学历 ，
没有出过村庄 ， 在家种 花的花农 。 在
她迷茫困顿的时候 ， 她加入了网上一个
读书营社群， 在群里跟着大家一起， 每日
打卡复盘， 学习写作输入。 从社群中的深
度潜水者， 慢慢变成了排长、 连长、 社群
负责人员， 成为了 “社群成长牛人”， 也
成为了大家都敬佩和喜欢的 “花姐姐 ”。
如今， 她作为一名书塾讲师， 开了一所取
名 “花样盛年” 的女子会馆。 她说， 46岁
可以是中年大妈， 也可以是花姐姐， 可以
是天天种花的花农， 也可以是穿着旗袍上
讲台的讲师 。 只要你敢于追求 ， 不断努
力， 不论什么年龄， 什么时候， 都可以是
花样盛年。

杨大哥的体重之控 。 杨大哥是公务
员。 从前的他不爱运动， 体型庞大， 健康
指标是 “三高”。 单位2018年搞健康机关
建设， 关于健康的温馨提示贴满了走廊，
建立了健康小屋 ， 设立了健康书屋 。 此
外 ， 机关里成立了篮球 、 气排球 、 乒乓
球、 瑜伽、 工间操等兴趣爱好小组。 社区
里、 公园里到处都是以健康为主题的宣传
栏和设备设施。 一时间， 健康运动蔚然成
风。 在大家的影响下， 杨大哥也参加运动

了。 每天早上到健康主题公园进行一小时
晨练， 下班后和同事们玩玩球， 渐渐成为
习惯。 除此之外， 他戒了烟， 戒了酒， 开
始实行 “三减三健 ” 的生活方式 。 一年
来， 杨大哥体重直线下降， 而今， 他笑称
自己 “身轻如燕”。 年末职工体检， 他身
体各项指标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 大
家都觉得， 杨大哥是遇上了健康中国政策
落地的好时机， 才拥有了人人梦寐以求的
健康生活方式和健康身体。

牛大爷的心花怒放。 牛大爷原来住在
城郊的棚户区， 房子破旧不堪。 后来小城
进行棚户区提质改造， 棚户区路面铺上了
沥青， 破旧的房子全部由政府出资进行了
修整和粉刷， 小巷里还画上了各种关于文

明新风的图画， 好看
又添正能量。 牛大爷
的房子也 披 上 了 新
衣， 一下子整洁清爽
了百倍。 牛大爷每天
精神抖擞地背着手， 乐呵呵
地在沥青路上踱步， 望着一片改造
后的新房百看不厌， 心花怒放！

回眸2018年， 一个个鲜活的印
象在眼前跳跃， “将改革的红利最大地惠
及人民 ” “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和幸福
感”， 深情的话语， 在脑海中回荡。 2018，
我为奋进中的中国人点赞， 我为巨变中的
祖国点赞！ 2019， 让我们携手并进， 共创
美好。

一等奖

《三代矿山情》 赵闻迪
《大山深处的校园变迁》 赵文新
《窗》 王建忠
《钱去哪儿了》 杨 莹
《一 位 农 村 老 人 眼 中 的 改 革

开放 》 韦耀武

二等奖

《有梦不觉长》 李庭义
《40年岁月 一路同行》 李 晓
《属于我们的40年》 张金刚
《“大公交” 的 “大变化”》

王耀奇 何智玲
《西郊粮库变迁》 王士全
《工地往事》 杨丽丽
《煤矿掌子面的变迁》 周脉明
《“点亮” 幸福》 秦延安
《人间烟火四十年》 时双庆
《岁月与婚姻的玩笑》 马海霞

三等奖

《关于电的记忆》 周铁钧
《酸楚的照相往事》 杨松华
《山 路》 宋伯航
《充满希望的村庄》 陈 亮
《再见了， 炊烟》 冯天军
《从瓦屋到新居》 舒 毅
《岁月里的票证》 孙秀斌
《从永久牌到共享单车》 蒋 平
《我与改革开放同龄》 李云威
《岁月沉香》 刘玺娜
《身边的变化》 李小雷
《我家40年》 闫晓琴
《承载父爱的自行车》 汪小弟
《亲历北京公交运营调度之变》

胡耀东
《钟声流年》 朱秀坤
《藏在时光里的变化》 白双辉
《戈婶的幸福生活》 刘志红
《小红包里的大时代》 慕雷雷
《回忆有芳香》 刘 干
《苹果往事》 卢长平

编者按：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本报
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 举办了
“我与改革开放” 征文活动， 活动得
到了广大读者与作者的热烈响应， 共
收到了投稿2000余篇 ， 我们选取了
146篇予以刊登。 经过本报编辑部评
选， 我们现将已刊登的征文获奖名单
公布如下。

劳动午报
“我与改革开放”
征文获奖名单22001199———爱你依旧

□张金刚

复盘

□彭宁华

旧旧时时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