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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特刊

壮丽 年 奋进新时代

服装是一种记忆袁 也是穿在
身上的历史遥 它以一种特别的方
式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袁 社会的发
展和文明的进步遥

谈起瑞金人的服饰变化袁李
发生老人记忆犹新遥 据他介绍袁刚
建国时袁每家的孩子都很多遥 由于
经济条件困难袁 布料在当时的供
应非常紧张遥 到了上个世纪五六
十年代袁 衣服的料子都是棉布的
了袁但限量供应袁每人一年只有一
尺几寸的供应量袁而且需要凭野布
票冶去购买遥 野那个时候真是新三
年旧三年袁缝缝补补又三年遥 通常
都是家里老大穿完老二穿袁 袖子
长了再去改遥 冶这是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家家户户都熟悉的穿衣顺口
溜袁也是当时生活的写照遥

李发生年轻的时候袁 一年都
很难买上一件新衣服袁 一件衣服
穿好几年袁 穿烂了缝缝补补又三
年遥 而如今袁 再打开李发生的衣
柜袁 各种款式的秋冬季新装多得
已经快放不下了遥 李发生指着衣
柜里的衣服袁 主动向记者介绍袁
野这个是儿媳妇在广州给我买的袁
很保暖曰这是孙子在湖南买的袁大气上档次遥 你看袁好
看吧遥 冶

改革开放以后袁随着纺织产品的不断更新袁穿衣
开始讲究样式和质量了袁衣服料子多了袁有全棉的尧
化纤的尧毛呢的袁各种质地应有尽有袁颜色也是五彩
缤纷曰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袁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袁不论城里还是乡下袁人们的穿着打扮越
来越靓丽袁 多彩的服装和时尚的设计取代了过去单
调的颜色和单一的款式遥

70 年的沧桑巨变袁 瑞金从狭窄街巷蜕变成康庄
大道袁 从透风漏雨的土坯房变成了窗明几净的安居
富民房袁 从坑洼泥泞的黄泥路变成了宽敞平坦的柏
油路,从点煤油灯吃饭到城乡处处灯火通明袁人们服
饰的款式尧颜色层出不穷袁让人眼花缭乱遥 穿衣已经
不再是单纯的生活需求袁 时尚也不再是年轻人的专
利袁更多时候服装是一种身份象征尧礼仪的需求尧心
情的选择遥

民以食为天袁吃是老百姓的头
等大事遥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袁我国
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随之而来的袁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不
断丰富遥 近日袁记者走进普通市民
家中袁 从市民餐桌上的菜品中袁感
受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遥

野现在吃得比以前丰富多了浴 冶
提起几十年来菜品的变化袁家住八
一北路的曾东生深有感触遥 曾东生
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袁今年将近
70 岁了袁 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
他袁身上散发着农民身上特有的憨
厚尧勤劳的特质遥 前几年袁曾东生的
儿子在城里买房安了家袁已经野退
休冶的曾东生也被儿子接到了城里
生活遥 也因此袁曾东生经常有机会
到各个餐馆饭店吃饭袁有机会见到
迟到非常丰富的菜肴遥

曾东生介绍说袁在以前袁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前袁 生产方式很落
后袁生活物资非常匮乏遥 大家都忙
于生计袁追求温饱袁对吃的不讲究袁
基本满足于吃饱就行遥 那时候袁大
家吃的青菜全部都是自己种的袁而
且品种非常有限袁基本上就是一些

青椒尧白菜尧萝卜等袁不像现在这么丰富遥 而荤菜也仅限
于鸡鸭鱼肉等一些农户家养的袁 而且不是经常能吃到袁
只能在过年过节等重要的日子才有机会吃这些肉食遥
野现在不一样了遥冶曾东生说袁现在生活好了袁想吃什么就
吃什么袁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袁而是追求吃得营养健康遥

野以前一年四季吃的菜很有规律袁如春季蔬菜比较丰
富袁有辣椒尧黄瓜尧茄子尧小白菜等等袁冬天比较单调袁常吃
萝卜浴 冶遥曾东生告诉记者袁以前种菜是纯粹靠天吃饭袁一
年四季栽种的青菜基本就是那几样袁 没有什么大的变
化袁人们在一年不同时期吃得青菜也基本一样遥 那时候袁
为了增加不同季节的菜品袁人们会制作一些腌菜尧豆腐
乳尧萝卜干等等遥 曾东生说袁现在袁种植蔬菜有了温室大
棚袁以前只能在春季才能吃到的菜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
上遥 不仅如此袁科技的进步也使蔬菜出现了很多新品种袁
如蕨菜尧荠菜尧洋辣椒等等袁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餐桌遥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之时袁
在小区门口尧 街道两旁甚至是乡
村袁总有一群妇女在跟着音乐的节
奏袁扭动腰肢袁跳起欢快的广场舞遥
绵江河边尧龙珠塔旁尧学校操场跑
道上袁 总少不了健身爱好者的身
影袁他们或跑步尧或打球噎噎以自
己喜欢的方式锻炼身体遥生活水平
迈入小康的红都儿女袁早已不再满
足于吃饱穿暖袁健身已经成为社会
新时尚遥

新中国成立初期袁由于物质条
件匮乏袁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尚
未解决袁自然也极少有包括健身在
内的其他方面需求遥城市尧乡村居民
恩格尔系数从建国初期的 60%以上
降至 2018 年的 39.5%和 42.4%袁人
们生活水平已经迈入小康袁过上高
质量的生活成为城乡居民共同追
求遥在更加富足的物质条件下袁健身
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推崇遥

哪里有需求袁哪里就有商机遥 在
瑞金袁健身会所从无到有袁多年前只

在时代广场有一家袁而现在则是遍
地开花遥 这些健身会所大多都能提
供跑步尧动感单车尧器械锻炼和各种
舞蹈等多种服务项目遥与此同时袁游
泳馆尧羽毛球馆等单项场馆也广受
健身爱好者的青睐遥 记者在一家羽
毛球馆了解到袁 其收费标准为 20
元/小时袁 如果办会员则可优惠一
些袁 里面还提供各种运动服装尧器
材尧饮料等袁前去打羽毛球的市民还
是络绎不绝遥一位市民坦言袁在这样
的专业场馆打球能享受到专业尧周
到的服务袁花些钱完全值得遥

当然袁也有一些市民选择室外
运动袁 机关干部陈勇就是其中一
位遥 他热爱跑步袁常常在下午下班
后来到四中操场跑步袁一跑就是十
几圈遥 他告诉记者袁自己跑步的习
惯已经坚持了多年袁除非下大雨等
不利天气袁傍晚时分的四中操场上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遥由于长期坚持
锻炼袁他的身体非常健康袁看起来
结实无比遥

健身爱好者之间因为健身产
生友谊袁有的还相约成立有关体育
协会袁带动更多人参与其中遥 瑞金
市微马跑步协会就是我市近年来
兴起的体育协会中的代表遥 2016
年 3 月开始袁瑞金市微马跑步协会
积极开展全民健身及各类公益志
愿服务活动袁在一年时间内发展会
员 3000 多人遥 该协会频繁组织体
育健身袁 在多次的体育活动中袁健
身爱好者既锻炼了身体袁也结交到
不少新朋友遥瑞金市微马跑步协会
荣获野2014-2017 年度江西省群众
体育先进单位冶称号遥

据统计袁 仅 2018 年一年就开
展微马全民健身微马慢跑活动 71
场曰组织马拉松集训 20 场曰主办尧
承办各类大型活动 14 场曰 组织户
外旅游尧观影尧拓展等活动 12 场遥
截至 2018 年底袁 协会带领大家参
与各项有益活动累计达到 83907
人次袁是目前全市人数最多袁且活
动开展最为稳定的协会之一遥

70 年来袁 我市
交通越来越发达 袁
群众出行更加方便
快捷遥 图为飞驰在
红都大地的动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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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成为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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