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7年，张顺荣获“先进教师”的合影

上世纪80年代，田欣任矿务局工会主
席期间在会议上讲话

1972年，23岁的尚士华在北京天安门
广场的留影是他的第一张照片

杜忠提的工作证 孙宝成在自己厂里的办公室

隋才穿上当年的“矿工装”开心
得像个孩子

上世纪60年代，时值豆蔻年华
的孙凤珍第一次在照相馆拍照

姓名：张顺
生日：1949年12月27日
主述年代：1969年至1979年
关键词：民办教师

张顺是土生土长的东辽县安石镇
前乡村人。因为是初中毕业，又做过
三年的生产队会计，所以，1969年，20
岁的张顺幸运地被村小学聘为民办
教师。

虽然是民办教师，但在张顺心里
这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职业。为了提
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他白天上课，晚
上学习，并敢于创新和尝试，“只有知
识才能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也是
他当时对学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有学生上课没听懂，他就会在课下单
独为其讲解，直到学会为止；教室的
桌椅板凳“缺胳膊少腿儿”，他就找来
红砖搭上。为了尽量减轻学生冬天
冷、夏天热的“皮肉之苦”，冬天，他会
利用课余时间，带着学生上山拾柴，
用来上课前生炉子。夏天，他会四处
寻找较厚的大白纸，糊在教室没有玻
璃的窗户上……此外，支农劳动和背
诵《毛主席语录》也是当时老师和学

生的必修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时至今
日，张顺仍倒背如流。

1986 年，国家有了新政策，在职
民办教师有了到师范院校进修的机
会，35岁的张顺通过考试顺利进入辽
源师范学校（今吉林师范大学辽源分
院）进修学习。进修期满后，他摘下
了“民办教师”的标签，转正成为了国
家正式的人民教师。在安石镇小学
任教导主任。几年后，他又回到前乡
村小学任校长直至 2009 年退休。现
在，他已桃李满天下。

背景链接：民办教师是指中国
中 小 学 中 不 列 入 国 家 教 员 编 制 的
教学人员，是为农村普及小学教育
补 充 师 资 不 足 的 主 要 形 式 。 除 极
少数教师在农村初中任教外，绝大
部分集中在农村小学。1994 年的全
国 教 育 工 作 会 议 上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明 确 提 出 ，“ 争 取 到 本 世 纪 末 基
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解决民办
教 师 问 题 从 此 有 了 历 史 性 的 转
折。1999 年至 2000 年，全国有 25 万
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民办教师
逐渐退出讲台。

教师张顺的水木年华

姓名：隋才
生日：1949年7月26日
主述年代：1989年至1999年
关键词：爱国情怀

生在矿区，长在矿区，工作在矿
区的老矿工隋才是个乐观、开朗的老
人。但当他面对记者，谈到与新中国
同龄、今年已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时，未张口，眼圈却红了，眼中泛起了
激动的泪花。

1968年，19岁的隋才进入辽源矿
务局成为一名一线井下采掘工人。
因吃苦耐劳，积极努力，1973 年通过
了考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9年
以前，他始终在井下做一线采掘工
人。在当时他的基本工资每个月平
均有 30多元钱，且要供全家 6口人生
活。虽然物资紧缺、生活拮据，但他
却总是乐观地认为，自己拥有稳定的
工作，有贤惠的妻子和四个可爱的女
儿，他很知足，很幸福。

1989年以后，单位将隋才调到矿
务局西安矿总调度室，虽然相比井下
一线采掘要轻松一些，但是工资却比

以前还低一些。尽管如此，他还是以
感恩的心，认为这是领导的信任，所
以他必须无条件地好好干。1995 年
左右，他每个月的工资才涨到了 100
多元。此时，他依然很知足，相比之
前的几十元，多了好几倍。1997 年 7
月 1日，电视里直播着香港回归的盛
况，电视旁，隋才激动得泪流满面。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政府对澳门
恢复行使主权，建立澳门特别行政
区。当晚，他又高兴地独自喝了一盅
小酒。

背景链接：爱国就是对祖国的忠
诚和热爱。爱国的内容十分广泛，
热爱祖国的山河，热爱民族的历史，
关心祖国的命运，在危难之时英勇
战斗，为祖国捐躯，都是爱国主义的
表现。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我们，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积极维护祖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
整，祖国的领土寸土不能丢，不能被
分裂侵占；要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
化，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创
造 更 加 辉 煌 的 民 族 文 化 而 尽 心 尽
力。

矿工隋才的爱国情怀

姓名：田欣
生日：1949年3月19日
主述年代：1979年至1989年
关键词：辽源矿务局

1957年，田欣8岁，因父母工作调动，
随之由四平市梨树县定居辽源。虽然没
有生在辽源，但这里却有让她今生都无法
割舍的辽源矿业集团。

田欣小学是“大队长”，中学是团支
部书记，下乡之后也是集体骨干。1970
年2月，在集体户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
党。1971年，回城之后她被分配到辽源
矿务局十四厂。先后任厂团委书记、宣传
部长及工会主席。

在岗期间，田欣始终以“共产党人”
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将全部心
思都放在工作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家人经常“埋怨”她，放在工作上的精力太
多，而对家庭关心的太少。每当这时，她
总是强调：“企业壮大是辽源发展的前提，
而辽源发展又直接关乎全市人民的生活，
我们为企业牺牲一点个人的时间和精力，
又何尝不可呢？企业的大家庭好了，我们
的小家才能好。我不图钱、不图利，只想
多为厂里作点贡献。”

田欣是我们《辽源日报》的老通讯
员，当年，辽源的几大媒体上也经常见其

名、闻其声。同事们经常羡慕地表扬她：
“报纸有其名，电视有其影，广播有其声。”

1979年，结婚四年的田欣和丈夫住
在单位分的平房里；1985年，他们就已住
进了40平方米的供热楼；到了1997年，她
们一家已经住上了90多平方米的矿务局

“干部楼”。由此可见，当时辽源矿务局是
何等的“风光”。

时至今日，田欣始终以辽源矿务局
为荣。也因此，她至今仍居住在20多年
前的老楼里。她曾说，如果再给她一次机
会，她仍然选择辽源矿务局，为那里奉献
自己的一生。至今她还时常念叨当时矿
区人民的口号：“爱矿山、做主人、现身煤
炭实业。”

2004年，田欣从辽源矿业集团十四
厂工会主席的岗位上正式退休。但多年
来她退休不退岗，任辽源矿业集团老体协
秧歌舞蹈协会主席，西安区东山社区社会
组织第一联合党支部书记。

背景链接：辽源是因煤而兴的城市，
素有“煤城”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辽源
矿务局相继成立十四厂、煤机厂、截齿
厂、水泵厂等九个厂家。生产矿物开采
相关产品60多种，畅销全国130多个矿
务局，成为吉林省最大的煤炭集团，也是
中国煤炭行业百强企业。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也是辽源矿务局最辉煌的时期。

企业干部田欣的风华正茂

姓名：孙宝成
生日：1949年8月7日
主述年代：2009年至2019年
关键词：民营经济

辽源市原金属结构厂工人孙宝成
曾是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的代表。1965
年参加工作，1977年任车间主任，197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成为辽源
第一批下岗工人。为了自谋出路，孙宝
成做了 15年的业内（金属结构）“中间
商”。

后来，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和
好政策的不断出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到自主创业的队伍中。2005年，56岁
的孙宝成乘着国家大力扶持民营企业
的东风，开办了属于自己的企业——辽
源市宝丰矿山机械厂。为我市及外地
相关企业，加工生产一些较有难度的关
键零部件（工装、金属型材等产品）。我
市的启星铝业就是其合作伙伴之一。

创业之初，对于办企业孙宝成是零
基础。不但问题重重，还应对一部分亲
友的不理解。亲友觉得，年近花甲的
他，应该等待退休过夕阳生活。但天生

敢闯敢拼的孙宝成认为，国家的政策越
来越好，又大力倡导、发展扶持民营经
济，自己应该做一番事业，实现自己创
业梦的同时，也为辽源的经济建设添砖
加瓦。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开始，
企业逐步走入正轨。十余年来，孙宝成
带领厂里的20余名职工，以诚信为本，
用心做“精品”。赢得了客户的认可和
社会各界的好评。同时，辽源宝丰矿山
机械厂已连续两年成为我市年均纳税
50万元以上的企业纳税人。

现年70岁的孙宝成，精神饱满，意
气风发。每天比工人来得早走得晚，平
均日工作在 10小时以上。同时，他也
经常开着车往返于自己工厂与客户单
位之间。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他自认
为心理年龄最多不超过50岁。就像我
们伟大的新中国，正处于黄金时代。

背景链接：民营经济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一种经济概念和经济形式。民营
经济曾一度在中国消失，在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进发展
中，民营经济得以复兴，成为中国经济
高速发展的主力军。

企业家孙宝成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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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而1949年出生的国人也被贴上了“新中国同龄人”的标签。他们与新中国

共生共长，走过风雨沧桑，共享成功辉煌。近日，记者采访了我市的七位“新中国同龄人”，以10年为单位，记录

了他们的生活片断。从他们的回忆中，感受到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我是“新中国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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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尚士华
生日：1949年7月14日
主述年代：1949年至1959年
关键词：大跃进

1949年 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尚
士华出生在西安区灯塔镇富强村一个
普通农民家庭，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

母亲因营养不够，奶水不足，所
以襁褓中的尚士华主食以面糊糊为
主。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对于肉的味
道是模糊的，因为一年到头也吃不上
两三顿，而吃得最多的莫过于大食堂
的菠菜团子（大锅饭），穿的衣服裤子
都是缝缝补补的，夏天，更多的时候
是光着脚丫。

1958年，国家制定了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人民公社”化。那时，辽源大地到处
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大干快变的
壮观场面。为修灯塔镇丰收村的“红

领巾”水库，动用了发电机和运煤的
小火车。运送沙土，除了仅有的几个
手推车，大家更多时候是用肩挑和手
拎。当时，因为劳动强度大，生活物
资缺乏，使得一些劳动力的食物涉入
和体力支出不成正比。据尚士华回
忆，当时同村的一个男村民一顿吃了
4斤黄米饭。

尚士华说，正是因为经历了困难
时期，所以他们这一代多数人至今的
生活都非常节俭。因为有经历、有感
受。

背景链接：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
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
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
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中央发起了

“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以实现
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
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地增长。

姓名：孙凤珍
生日：1949年10月26日
主述年代：1959年至1969年
关键词：上山下乡

1949年 10月，孙凤珍出生在我市
一个工人家庭。父母共生育8个孩子，
她排行老六。1959年，10岁的孙凤珍
与大她一岁的姐姐和小她一岁的弟弟
一起进入西二坑的“富二小”上了小学
一年级。同年，全国开始经历“三年自
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孙凤珍虽然
经常“挨饿”，但懂事的她却总是把仅有
的一点儿食物留给其他姊妹吃。不仅
如此，她也始终坚持努力学习。因为她
谨记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只有学习
文化，将来才能为国家作贡献，成为有
用的人。”

1967年，初中二年级时，18岁的孙
凤珍和同学们一起响应国家号召——
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她被分配到西安区灯塔镇高古村

的知青点，他们是“老三届”。上山下乡
的日子，让孙凤珍这个城市孩子体会了
集体户的生活，学到了很多书本上以及
城市里看不到、学不到的知识。

1969年，经人介绍，孙凤珍与高古
村男青年孙某结婚、生子。从此，在这
里安家立业。至今已有50个年头。现
在，虽然老伴儿已经去世多年，但她也
没有回城，一直住在高古村，因为她早
已离不开这片土地。

留在农村生活的孙凤珍一直保持
着当年的勤奋和上进，带领全村人抓生
产、搞致富。据介绍，她是原西安区灯
塔镇高古村村主任，西安区人大代表。

背景链接：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
（为缩小城乡差距）中国政府组织大量
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
和劳动。其中，包括两大模式分别是农
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1968 年
以前的上山下乡是以农场模式为主。
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
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
起毕业的现象。

姓名：杜忠提
生日：1949年12月15日
主述年代：1999年至2009年
关键词：感恩之心

杜忠提的祖籍是河南省西平县。
1970 年，21 岁的他来辽源投奔其兄。
随后，进入辽源粮食加工厂工作，直至
2009年退休。

虽然当时哥哥是厂领导，但杜忠提
却没有因此搞特殊、走捷径。反之，他
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在一线车间当了
30多年工人。

1980年，他因在厂里表现突出良
好，经过组织的考核，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从此，他工作更加努力，感恩
之心也日益加重。

后来，因全市需要大量供应玉米面
和玉米碴，所以，杜忠提和同事们要起
早贪黑、加班加点的在车间生产。由于
通风差等原因导致车间的环境非常的
潮湿、寒凉，杜忠提在不知不觉中患上
了严重的类风湿。尽管如此，忠厚老实
的他没有声张找领导，也没有打条请病
假。而是一如既往像没事一样强撑着
继续工作。他认为，是党和国家给了他
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能吃得饱，穿得暖
已经非常知足。所以，他不想因为个人
原因，给单位和领导添麻烦。

2009年，杜忠提正式退休。但当
时，他的腿因为多年严重的类风湿早已
不能独立行走，需要拄拐杖才能勉强挪
动。

2013年，他和老伴儿搬进了新苑
小区55平方米的回迁楼。但因每月退
休金多数都要用来吃药治病，所以没钱
装修，至今，他们仍然住在没有装修的
毛坯房里。

尽管生活艰苦，身患病痛，但心怀
感恩的杜忠提却经常在日记中记录着
自己的收获与所得，表达着他对党和
国家的感恩之心：“生在新社会真好，
没有战争……”“共产党好，习主席亲
……”“今天新苑社区的同志又来看我
了，党和人民都没忘了我……”“今年，
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作为祖国的同
龄人，我祝福我们伟大的国家更加繁
荣富强……”

背景链接：感恩，是一种内心情感，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感恩于他人，是宽
容、温暖、责任。感恩大自然给我们衣服
食物，让我们吃饱穿暖。常怀感恩之心，
内心自然平和。常怀感恩之心，生活自
然快乐。因为感恩，才会满足。人人怀
有感恩之心，社会自然和谐。感恩的最
好方式是珍惜，珍惜已经得到和拥有的
一切，哪怕得到的还有缺憾，哪怕拥有的
不如所愿，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农民尚士华的童年记忆 “老三届”孙凤珍的豆蔻年华

米工杜忠提的感恩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