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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我国的一个经济特区，以其沧
桑巨变展现了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24
日上午，习近平参观了“大潮起珠江——
广东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览”。展厅内，今
昔图片强烈对比，历史场景历历再现，全
景展示了广东改革开放 40 年的峥嵘岁月。
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仔细询问。他表
示，我国 40 年的变化翻天覆地，举世瞩
目。参观后，习近平同广东省改革开放相

关方面代表亲切交谈，祝愿他们在各自岗
位上再立新功，祝老同志们生活幸福。他
强调，党的十八大后我考察调研的第一站
就是深圳，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再来这
里，就是要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中国一定会有让世界刮目相
看的新的更大奇迹。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
初心，认真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成功经验，
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

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
人民群众。广东要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的改革精神，立足自身优势，创造更多
经验，把改革开放的旗
帜举得更高更稳。

——摘自人民日报《习近平
在广东考察时强调：高举新时代
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
推向深入》（2018 年 10 月 26
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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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色彩明丽的建筑，艺术感十足的街景，
多元潮牌的碰撞，北京三里屯向来以“前
卫”“先锋”著称，从不缺少游客。但这几
天，大批游客云集于此却另有所图。

10月26日，由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发起
的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创意体验馆——“时
光博物馆”空降北京三里屯。自开馆首日
起，这个通体红色的创意快闪展馆，便被众
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所包围。其中既有青春正
好的男女，也不乏银发老人和稚嫩孩童。他
们有人一大早从其他城市赶来，也有人顶风
冒寒在展馆外等了四五个小时，只为在此开
启一场跨越40年的“穿越”之旅。

“磨剪子嘞，戗菜刀……”展馆一层的
“声音博物馆”展厅里，不时传来的吆喝声像
一把钥匙，正在打开记忆之门。别急，不妨
跟着这低回悠长的吆喝声，走进“时光博物
馆”，细细品、慢慢尝，一起回顾并不久远的
旧时光。

一

“时光隧道”由人民日报标题组成。
黑色隧道里，亮黄色的标题记录着那些

最为重大的日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
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中共中央国务院
同意开发浦东》《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港
隆重举行》《莫言获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谱写人类反贫困历史
新篇章》 ……人们纷纷驻足，在一条雕刻40
年时光的隧道中合影留念。

穿过隧道，第一站是“时光杂货铺”。
零食、糕点、饼干罐、冷饮、名酒、搪

瓷杯、贴纸、手帕、蛤蜊油……这个不大的
空间里装满了“80 后”“90 后”的回忆。一
位与杂货铺玻璃柜台同高的小朋友，正站在
柜台前，伸着脖子朝台面上张望，只见售货
员轻轻拧动发条，一只绿色铁皮小青蛙便在
上面蹦跳起来，很是可爱。“我小时候也和他
一样，在杂货铺里一看见什么好吃的、好玩
的，就挪不动脚。”正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小吴
笑着看向小朋友。

随后，小吴的目光被杂货铺墙壁上挂着
的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所吸引，上
面写着这些信息：章华妹，（温州市） 解放北
路 83 号，主营小百货，工商证字第 10101
号，颁证时间1980年12月11日。

时间毕竟过去了近40年，当初的个体户

章华妹肯定想不到，这张营业执照如今有了
新科技含量。打开支付宝，用“AR 扫一
扫”对准执照，一段介绍视频从屏幕中跃
出。原来，这是改革开放后颁发的第一张个
体经营执照。这张执照，不仅改变了当年不
满20岁的章华妹的命运，也预示着一个计划
经济国家正迈向市场经济。从这时起，许多
人找到了新的谋生之道，他们或是摆摊、或
是倒货、或是开店，用勤奋、智慧、毅力和
创造精神，成为“先富起来”的那批人。

同样见证改革的，还有位于“时光杂货铺”
墙角的红色冰箱。这是1981年，为庆贺可口可
乐北京厂落成，日本三洋公司赠送的中国大陆
第一台可口可乐冰箱。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
80年代，可口可乐重返中国，成为中国重新同
世界接轨的一个符号。与可口可乐一起进入国
门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外国货，它们丰富了
超市货架，更“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除了丰富物质生活，改革开放带给国人
的，还有心灵的开放和观念的解放。

看着“年代照相馆”展厅里的老照相馆
场景，62岁的河南郑州游客刘阿姨忍不住感
慨。“70 年代，你叔叔剪了个平头、我梳着
两个麻花辫，俩人都穿着一身灰色制服，并
排坐着照了一张照片，就算是结婚照了。”改
革开放后，服装的颜色和样式爆发式增长，
烫卷发开始流行，刘阿姨也忍不住赶了场时
髦，“烫一头卷发，穿一件‘的确良’衬衫，
当年可流行了。”

从那时起，卷发、蛤蟆镜、喇叭裤等潮
流接踵而至，并在不其然间成为思想启蒙的
载体。到如今，像这样的全民流行衣着也已
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人人皆按个人喜好穿
衣打扮，见证着一个真正多彩的时代。

二

几天前，63岁的杨建国和妻子一起从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来到北京朝阳医院复
查身体。听说附近有个“时光博物馆”，二位

老人在看病间隙，也忍不住来凑凑热闹。
“老伴快来看，咱家买的第一台电视机就

是这个样式的。”在“奇妙时空屋”的老客厅
里，一个充满年代感的木制立柜上，一台老
电视机让杨建国兴奋不已。80年代初，杨建
国是村子里第一批置办电视机的人，他家也
因此一度成为了“公共电影院”。“不到晚上
7 点，村里许多人就提前放下手里的活儿，
搬着小板凳，聚到我家电视机前，等着看

《新闻联播》和故事片电影。这幅画面我到现
在都记得。”说起往事，杨建国有些动容。

网友“兴安情韵”也被老电视勾起了回
忆：“家里的第一台电视是爸妈卖了一头养了
两年的大肥猪换来的，那时候大家太需要文
化生活了。当时的热播剧 《上海滩》《血凝》

《蹉跎岁月》，真可用万人空巷来形容，走到
哪儿都能听见有人在讨论剧情。”

80年代，电视、广播、报刊是人们了解
世界的主要信息来源。就在这些大众传媒影
响下，新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正在形成。

“不知道‘时光博物馆’里有没有 1986 年到
1989 年的杂志 《黄金时代》？我和老公就是
通过 《黄金时代》 后面的征友栏目认识的，
一晃 30 年了！”网友“逗逗”的留言，记录
了80年代青年男女相识相知的一种可能性。

磁带和 CD 的流行，让人们的文化、娱
乐生活，有了更多的选项。

“曾经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只为了买这
一盘心仪的磁带。”在“聆听时光”展区，河
北张家口人小侯，站在一面由1600盘老磁带
拼成的磁带墙之前寻觅许久，终于找到了当
年买下的罗大佑专辑。这里面每一首歌她都
听过数十遍，“一想起那段旋律，就仿佛回到
了那个莽撞却单纯的时代。”

每天晚上，“时光博物馆”都会将三里屯
变成演唱会现场。成方圆等歌手、人民日报
的年轻人等依次登台献唱。熟悉的旋律陪伴
下，人们在北京的秋夜里合唱。一首老歌，
就能燃起记忆中的幸福感。歌声悠扬，回忆
绵长。

“夜晚，秋风瑟瑟，站在红色集装箱上，
迎着寒风歌唱，台下一片沸腾，抬头望，清
风明月，似跨越千年。”成方圆如此记录这个
夜晚。

三

高大、精致，漆黑锃亮，拨动车铃会发
出“叮铃铃”的脆响，细密的车条在灯光的
照射下闪闪发光。这个陈列在“岁月交通
局”展馆正中间的飞鸽牌自行车，引得许多
人驻足。

“我家买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这样的二
八杠。那时候每天下午放学，父亲都会推
着自行车等候在校门口，然后载着我一起
回家。”来自河北石家庄的“70 后”方先
生，看着眼前的老式自行车，忍不住忆起
童年。

与方先生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
改革开放后，中国自行车产业进入蓬勃发展
期，自行车作为当时最普及的代步工具，曾
给亿万家庭的短途出行带来便利。80 年代
末，中国自行车保有量已达到5亿辆，“自行
车王国”名副其实。

那个年代，同样在全国普及的还有公共
交通。从最初通行的纸质版公交月票、地铁
票、汽车票，到后来的市政公交“一卡通”，
再到现在的电子乘车码，“岁月·交通票”展
览橱窗里，交通票券琳琅满目，代际更迭，
雕刻着人们出行方式的变迁。

如今，曾经是铁路客运主力军的绿皮火
车，正被享誉世界的中国高铁所取代；私家
车保有量节节提高，拥有一辆车早已成为寻
常之事；地铁、网约车与公交车一道，为人
们的出行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伴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曾经退出
舞台中心的自行车，正表现出再度归来的迹
象，大街上到处都有的共享单车，成为了新
的出行方式。自行车再度流行，时光却始终
直线向前，从1978年来到了2018年。

四

“时光博物馆”里，不只有引人怀旧的老
物件，还有让人称奇的新科技。

选定出生年份，对着电子屏自拍，再按
下“打印”按钮，几秒钟后，一张个人专属
的人民日报头版便在“时光打印机”中制作
完成。这份报纸上，清晰地记录着每个用户
与改革开放的故事，比如一位1989年的用户
会发现，在他出生那年，共青团中央、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了希望工程，

“大眼睛女孩”的人生就此改写；1995 年 11
月 16 日，6 岁的他见证了京九铁路的全线铺
通；2011年 11月 3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与神舟八号飞船成功实现首次交会对接……
记录的都是参观者亲身经历过的家国记忆。

此情此景，正是“中国有我”的真实写
照。这几个大字就挂在几米外的墙上，许多
人专门跑去合影。

人民日报客户端、微博向用户提了个问
题：如果有一台可以“穿越”到任意时空的

“时光机”，你会选择来到何时、何地？
“我最想‘穿越’到 1979 年，那一年爸

爸还在上小学，家里很穷，他每天都要帮爷
爷奶奶做许多农活儿。我来到他身边，就能
帮他一起分担了。”来自山东青岛的“00
后”女孩苗芳媛说。

“我想回到 2008 年，告诉汶川的人民赶
快搬家。”网友“多多”说。

也有人把目光投向了并不遥远的未来。
“我想来到 25 岁，那时候我会是一名警察，
可以保护人民。”这是范嘉俊小朋友对自己的
期许。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人民日报新媒体中
心主任丁伟直言，策划展览之初，没想到会
引起这么大轰动，以及人们如此踊跃的参
与。“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深夜整理挂满博物
馆的留言，都会被‘暖’到哭。这个短暂的
时光博物馆，真正体现了‘人人参与、万众
皆媒’，这是我们共同献给改革开放 40 年的
礼物。”

还有更多的时光故事，等着人们慢慢品
味。丁伟说，接下来，时光博物馆会启动全
国巡展，也许会去上海、深圳、天津、西
安、广州……但是先去哪里，由用户意见来
决定。

“我们下一站，不见不散！”

“2 个小时就到哈尔滨，到时给你电话。”10 月 30
日，佳木斯火车站，张持挥手和爱人告别。这次去哈尔
滨，他不再乘坐大巴，而是选择动车。这一天，正是哈
佳铁路开通运营满月的日子。

哈佳铁路开通 1 个月后，每天 30 趟动车飞驰在这条
铁路大通道上，平均每小时1趟车，几乎趟趟满员。

哈佳铁路是中国高寒地区最长快速铁路，位于黑龙
江省东部，西起省城哈尔滨东至三江平原腹地中心城市
佳木斯，设计时速 200公里，全长 343公里。2018年 9月
30日开通运营，两城之间火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7小时，
缩短到2小时，沿途城市宾县、方正、依兰等地结束不通
火车的历史，也极大地改善了龙江人民出行的便利。

佳木斯因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条江河冲积
孕育而生，是中国东极，是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
有着“东极之城”“东北小延安”“魅力生态城市”等美
誉，也是哈佳铁路的起点。

作为哈佳铁路起点站，佳木斯火车站也升级改造成
一座现代化的高铁站，加宽建设高架候车厅，南北站房

线上候车的新格局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高速动车
组公交化开行，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性。誉满三
江平原的“328 品牌服务台”为旅客提供“爱心服务卡、
重点旅客预约帮扶、电子信息查询等 21项服务措施。根
据旅客的不同情况和出行需求精心设计动车出行方案，
为出游旅客设计了“当日游”“周末游”“周边游”等

“快旅慢游”方案，为商务人士、公务员等设计了“速度
最快捷”方案，为学生、农民工等设计了“价格最便
宜”方案，为老人、残疾人等设计了“出行最舒适”方
案等让旅客感受更好的服务体验。

哈佳铁路开通1个月，佳木斯火车站共发送旅客6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0%，到达旅客 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2%；其中乘动车出行的旅客38.8万人次，占旅客发送总
量一半以上。依兰县、宏克力镇、达连河镇等哈佳铁路
设站县区游客和出行百姓明显增多。

“以前去哈尔滨都是自己开车去，来回的油钱加上过
路费在800元左右，每次去办事都得起个大早，一般都会
住一宿第二天回来，住宿加吃饭又得花300元钱。这坐火
车2个小时就到，当天去当天回，又经济又便利。我这次
去哈尔滨和合作伙伴谈成了一笔10万元的大单。”做了10
年大闸蟹生意的佳木斯商人吕飞喜滋滋地说，这是他第
一次带着大闸蟹样品乘坐“动车”去谈生意。

7小时到2小时，“新时速”串联起全线“城市带”的
时空版图，交通的便利，不仅提升佳木斯市城市发展新
空间，对周边城市同样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国庆期间
借着哈佳铁路开通契机，沿线依兰县举办“乘哈佳，游
古城、爱祖国”活动，吸引了省内外游客来到依兰游山
赏景，创造更大的旅游消费市场，同时也给商家创造了一
些商机，拉动更多行业的发展，给旅游业增添新的活力。

据依兰县旅游部张成主任介绍，哈佳铁路开通至
今，乘动车来的游客5万余名，各大旅游景点参观人数比
去年同一时期增幅3倍多。

哈佳铁路的开通不仅便利了沿线百姓出行，更成为
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条快车道，使黑龙江省东部城市
群以哈尔滨为中心1至2小时经济圈初具规模，加速了佳
木斯以及沿线城市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的步伐。与此同时，同江中俄铁路大桥中
方段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大桥建成通车后，佳木斯也将
成为对俄重要城市。哈佳铁路还将成为连接中国东北地
区对俄经贸新桥梁。

从7小时到2小时——

“东极之城”迎来新时速
王筱梅

在 穿越四十年
刘少华 杨婧妍

在在 穿穿越四十年越四十年
刘少华刘少华 杨杨婧妍婧妍

（本版博物馆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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