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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土到城市，从温饱到小康，每个具体的人都
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四十年来家国，国与家之间，
家与国之变，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歇，开放的变迁无处
不在。因此，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回望
并为之庆祝、为之纪念，展望并为之思考、为之祝福。

惟有亲历与见证，感受最深刻。每个人都可以
翻开自家的相册、打开个体的记忆，重温那些经由黑
白过渡到彩色的心路历程，今昔对比感慨系之，包括
大地、山川、河流，包括生命、生存、生活，具体到三秦
大地、具体到三秦父老，足以提振我们的精气神，催
发我们再出发。

惟有推动与共享，体会最幸福。从家庭到社会，
从个人到行业，只有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的潮流中，才

会千帆竞发万马奔腾，才会吹响集结号形成凝聚力，
才会勇往直前一往无前。惟有扎实的推动者，才能
真正成为成果的共享者，从探索到突破，再到深化，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惟有不懈努力与奋斗，才会体
会到真正的幸福。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作为改革开放突
破期诞生的报纸，我们为此盘点了四十年来陕西
各个行业走过的进程，向亲历者与见证者致意，向
推动者与共享者致敬，改革开放正是因为一代又
一代人的接续给力，方能跑出追赶超越的加速度。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惟改革者进，惟创
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
革开放进行到底，终将一路奋斗、一路收获。

★1978年12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
（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1979年10月 1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
开放。

★1980年4月19日，陕西省实行“划分收支、分
级包干”财政管理新体制，改变了以前大包大揽的格
局。

★1981年4月4日，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布《陕西
省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奖励办法》。

★1982年12月 3日，陕西彩色显像管厂正式投
产。12月地质勘探表明陕西侏罗纪煤田(榆、神、府
煤田)蕴藏丰富煤炭。

★1983年10月 12日，经国务院批准地县改市
和调整行政区划，将咸阳地区的兴平、三原、泾阳、乾
县、礼泉、永寿、彬县、长武、旬邑、淳化10县和宝鸡市
的武功县杨陵区划归咸阳市管辖。

★1984年6月3日，陕西飞机制造公司设计生产
的最大运输机——“运八”飞机在国内航线试飞成功。

★1985年3月9日，陕西第一个中外合资饭店
金花饭店第一期工程竣工。

★1986年 5月 2日，秦公一号大墓开始启椁。
这是陕西省考古发掘中最大的墓葬。

★1987年5月，在法门寺地宫中发现了释迦牟
尼佛指舍利等。8月20日，西安咸阳机场正式动工
兴建。

★1988年1月 23日，《红高粱》荣获第38届西柏
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

★198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地原点在泾阳县境内建成。

★1990年12月28日，西（安）临（潼）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这是西部地区首条高
速公路。

★1991年 6月 14日，国家级西安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工。

★1992年 5月 23日，陕西省政府发
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

★1993年 1月 13日，咸阳偏转线圈
厂脱离政府主管部门，为陕西国企改革进
行了有益探索。

★1994年10月18日至23日，中国首
届杨凌农科城技术成果博览会在杨凌举行。

★1995年8月31日，黑河引水渠道全线通水进
入西安。

★1996年4月10日，华山索道正式开通运营。
★1997年4月3日，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

易洽谈会在西安举行。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杨凌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1998年6月25日至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
夫人希拉里·克林顿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一
站抵达西安。

★1999年6月17日,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
和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2000年6月16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张
勇成功地利用体细胞克隆出山羊。

★2001年8月31日，麦当劳在西安落户，是陕
西饮食业对外开放的产物。

★2002年12月28日，西安市和咸阳市签署《西
咸经济一体化协议书》。

★2003年9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候机大楼
启用。

★2004年5月，西安大雁塔北广场建成。12月
26日，西安城墙全线连通。

★2005年起，我省在全省范围内免征农业税。
11月，首届欧亚经济论坛在西安举办。

★2006年9月29日，西安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二
号线试验段开工建设。

★2007年1月，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提前建成
通车。12月，陕西省政府提出实施“民生八大工程”。

★2008年6月25日，国务院宣布批准实施《关
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7月5日至7日，北京奥
运火炬在陕西进行传递。

★2009年6月29日，郑（州）西（安）客运专线全
线贯通。

★2010年，我省GDP达到10021.53亿元，进入
“万亿元俱乐部”。

★2011年4月28日至10月22日，西安世界园艺
博览会成功举办。12月8日“引汉济渭”工程建设。

★2012年3月18日，《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
划》正式出台。10月27日，西安至成都铁路客运专
线陕西段正式开工。

★2013年11月28日，“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
从西安发车，驶往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

★2014年6月22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
网”成功申遗。

★2015年2月13日至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陕西，看望慰问
广大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祝福，祝伟
大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2016年 3月 26日，装载着 2000吨哈萨克斯
坦油脂的首趟“长安号”中亚国际货运回程班列驶
回西安。

★2017年 4月 1日，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
验区正式揭牌。11月，省委书记胡和平在全省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
上首次提出，陕西要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
济、流动经济“三个经济”。12月 6日，西成高铁
全线开通运营。

★2018年 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原则同意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11月5日，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陕西1300多家企业参
会寻求合作新机遇。

资料来源：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陕西年鉴）
本报记者 石喻涵整理

40朵浪花折射波澜壮阔40年

1978年的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中国这艘巨轮鸣
响“改革”的号角，从40年前起航。

这一天，改革之轮同样在三秦大地滚滚前行。陕西具有独特的地理特色、
深厚的文化内涵。此后，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资本市场……体制改革对
生产力的解放立竿见影，新的种子，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伸展触须。

这40年，是梦想不断照进现实的40年。
随意翻开一本家庭相册，看着那些泛黄的照片，除了感慨时光荏苒、岁月

如梭，更多的是惊叹社会进步、时代变迁。
见证40年，致敬40年——本报今起推出《潮涌三秦——庆祝改革开放

40年特别报道》，40个整版，承载不了40年历史。但这40年的浪花，终将汇
聚成一股奔腾向前的磅礴力量，奏响欢悦生命的乐章。

我们把这40个版面，把这些文字与影像，献给世界，献给祖国，献给你我。
这是一个盛大的纪念日，漫天璀璨的烟花，是喜悦的浪花点点。
让这浪花照耀每个坚定的梦想，愿它照亮三秦的每个角落。

——写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
□张念贻

亲历与见证 推动与共享

改革开放四十年陕西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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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思想，就是推动自己和全人类的生活的力量”。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支点，应该是人类无穷尽的思想。

过去的40年，我们曾亲眼见证，这种足以撬动地球的力量。

40年前，改革开放如春雷惊蛰，
炸开厚重的冰层，复苏的土地上，解冻
的河流春潮激荡。此后，中华民族焕
发出前所未有的朝气和力量。

经过40年的艰苦探索，中华民族
由蓄势到成势，走出了一条曲折豪壮
的复兴之路。

社会经济获得迅猛发展，生活水
平得到空前提高。以令人惊叹的速度

融入了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世
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中国力量”。

2018年 12月 18日，随着改革开
放40周年的大幕拉开，过去40年的惊
天变化，必将成为珍贵的回忆，被中国
人珍藏心底。

40年，14600多个日夜如水流过。
今朝何朝，当此良辰。
回望这40年，有太多的故事可以

诉说，有太多的变化值得思索。我们
无法记录巨变的每一处精彩，但可以
撷取40朵浪花，形成这40个版面。

一滴水滴，可以折射七彩的太阳
光谱。临水照花，正是这些改革开放
历程中无数宝贵的瞬间，折射了一个
伟大民族的伟大历程。

这 40朵浪花形成的版面也将如
恒久的乐章，在时光与岁月的交错中，

向我们的回忆致敬。
创新，是贯穿改革开放的主旋律。
1978年的 12月 18日，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中国这艘巨轮
鸣响“改革”的号角，从40年前起航。
这注定后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壮
举，演奏着激昂动人的音符，播撒一路
芬芳。

如果创新是一粒种子，它只有落

地，才能生根发芽，开出绚丽的花朵。
这一天，改革之轮同样在三秦大

地滚滚前行。陕西具有独特的地理特
色、深厚的文化内涵，此后，市场经济
体制、国企改革、资本市场……体制改
革对生产力的解放立竿见影，新的种
子，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伸展触须。

小到一粥一饭、一家一户，大到一
行一业、一市一省，由此经历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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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0年，是改革开放不断融入三
秦民众生活的40年。

无论是灯火辉煌的城市，还是阡
陌纵横的乡间，行走在寻常巷陌，深入
三秦大地的肌理，都会发现无数个属
于具体的“人”的印记，早已融入我们
的生活。

从一家老小挤在一起奔波忙碌、
精打细算到小区里鸟语花香，在宽敞
明亮的新居里幸福惬意的诗意生活，
这样的变化在缭绕的人间烟火中随处
可见；吉祥如意、家宅安宁、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这样的声音，来自于三
秦大地的角角落落。

如今，三秦大地不断涌现新的地
标，当你在城市的丛林间穿行，无论从
哪个方位，抬头就能望见直插入云的
高楼；日常与三五好友相约饭店，商量
着晚上去哪一家“网红店”聚餐；周末

散步公园广场，在吃喝玩乐一条龙的
大型商业体消费……

一位刚生完二胎宝宝的妈妈说，
我要好好努力，我是多么想带着我的
宝宝策马扬鞭浪迹天涯，阅人世繁华，
择幽处立命安家。

对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和人民生活幸福感，这正是一个充满
烟火味的温暖诠释。

这40年，是人民精神生活极大丰
富的40年。

三秦大地，曾有玉人持笛徐徐吹
来，雨滴轻溅、空山鸟语，人们沐浴着汉
时风、唐时雨，为古老中国的动人音韵击
节而歌；如今，文艺工作者们书写壮丽史
诗，描绘陕西繁荣发展的40年。精品打
造成绩斐然，文化影响不断提升。

《白鹿原》等佳作搅热京城，丝绸
之路国际艺术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

节等大型活动万众瞩目……对家园的
热爱，对心灵的坚守，对未来的期盼和
担当，都是我们不会失去的文化之魂。

一个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和人
们一起见证着时代的发展，记录着人
们的日常；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精彩画
面令观众在如梦如幻的景象中迷失，
让身心接受水晶的洗礼；一首首激昂
跳动的华丽乐章带听者畅游音乐的殿
堂，看天使乘着歌声的翅膀飞来，在天
籁中久久沉醉……每一门类的艺术都
且歌且舞，以它的鲜活生动，润物无声
地向你诉说属于三秦的故事。

这40年，是梦想不断照进现实的
40年。

随意翻开一本家庭相册，看着那些
泛黄的照片，除了感慨时光荏苒、岁月如
梭，更多的是惊叹社会进步、时代变迁。

从凭票购买商品到手机移动网上

购物；从老百姓过春节下饺子都无水
可用，到水润三秦、水美三秦、水富三
秦；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从一片云到
另一片云，陕西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
绿色发展。旅游业进入快速路，从赶
景点的“到此一游”，向休假与游览结
合的“享乐游”“休闲游”等方向转化；
高校云集，人才济济，在航天等若干重
大领域中，都具有全国领先优势……

“安居梦”“致富梦”“上学梦”“医
疗梦”“旅游梦”……每一个人的梦想，
即使它像水滴一样渺小，但当每一个
个体被尊重、关注、关照，一粒粒水滴
将形成一条条涓涓细流，流淌于蓝天
之下，在风中自由欢唱。

而这些零落的细流，终将汇聚为
大的洪流。在这洪流经处，回荡着一
组激昂的旋律，慢慢浮现出一抹时代
的轮廓，这轮廓的根本，叫做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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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0年，是中国高速公路与高铁
发展最快的40年，也是陕西交通全力
提速冲刺的40年。

长龙飞跃，流光溢彩。秦岭隧道
建成，天堑变通途，一批高速公路建
成通车；伴着地铁驶过时卷起的风，
地下巨龙，在城市的深处蜿蜒前进；
以陕西为中心形成的“米”字形高铁网
络，将使更多游客来到陕西，体验“一
日看长安”的诗情画意，又能经由陕
西，领略祖国山河的博大壮美；中国
首个内陆港——西安国际港务区，黄
金水道横贯东西、通江达海；国际货
运班列一路向西，延伸至欧亚大陆腹

地；综合枢纽建设加大力度，新航线
不断开通，吞吐量不断扩容，翱翔天
际的银鹰直飞全球，不断拓展着这片
热土的外向度和吸引力。

关山万里，御风而行。四通八达
的交通网络，注定让陕西从时光深处
激射而来，向更多彩的未来飞驰。

这40年，不仅仅是神舟飞天，蛟
龙入海；不仅仅是大国崛起，盛世华
章。这40年，也是开放的陕西不断发
展的40年。

40年改革开放的每一个细节，以
及折射出点点滴滴的变化，早已经历
了成千上万次的检阅。

齐心协力，这是一种磅礴无边的
力量。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陕
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了270倍。三秦人民交出了
一份靓丽答卷。

从贫穷迈步小康，从落后通向
先进，我们心手相牵，撸起袖子加
油干，将这 40年长路，营造成花香
满径。

一串又一串坚实的数据，一处又
一处精彩的场景，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
事，一段又一段深切的感受，以钢铁般
的事实，以温情而鲜活的表述，向人们

展示了陕西不一般的
发展速度和质量。

从 西 部
大开发，到“一
带一路”倡议
深入推进，穿
过 40 年历史
的烟尘，我们看到的是陕西再一次将
脚步迈向全球的信心与决心。

四十不惑。此刻，我们正站在
风起云涌的新一轮经济浪潮的潮
头，在坚持不懈的行路者眼前，是勇
立潮头唱大风的广阔舞台。

本报记者夏明勤

本版图/ 本报记者沈继军 陈飞波代泽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