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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袁天气晴好袁改造后的小区青春靓丽遥 无论
是居住的业主袁还是进出的人们袁无不发自心底地夸赞遥

晌午时分袁 纺织厂小区政府改造项目结束后的第二
天袁 居住在 5 号楼年近八旬的孙爹爹怎么也按捺不住激
动的心情袁拿起刚买的智能手机袁兴致勃勃地打通了远在
广州工作的小女儿的视频袁 特地编了几句顺口溜告诉她
说袁小区刚改造过袁外墙面貌新袁雨污两分清袁空调有外
罩袁有绿有花草袁旧区换新颜袁住了很舒心遥 女儿听了笑
说院野好袁爸夸好那一定好遥让我看看小区改造后的外貌遥 冶
于是袁孙爹爹拿着手机在小区里巡游一圈袁以饱远在羊城
女儿的眼福袁分享旧貌换新颜的喜悦遥

自 2019 年开始袁县委尧县政府抓住国家老旧小区改
造的政策机遇袁大力度实施已建 20 年以上的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遥 前年袁振阳公寓西区被列入首批改造项目袁经过
半年多努力袁小区达到了野新美净亮绿监冶的改造初衷袁引
得一路之隔的纺织厂和轧花厂小区的业主们羡慕不已袁
盼望也改造改造遥 去年袁射阳经济开发区为这两个小区审
报改造并组织实施袁进行全面规划袁分步实施袁6 号楼的业
主们迫切希望改好下水道袁 因为隔三岔五化粪池溢出污

水漫路袁门膛不铺排砖头无法进出袁业主们苦不堪言袁一
有情况就向合东居救援遥 前年年三十晚下午袁合东居还找
人过来掏大粪排污水袁不胜其烦遥 如今雨污分流袁管道畅
通袁彻底告别了脏臭杂乱的环境遥

小区过去停车难袁有时一车挡道数车莫开遥 现在改造
出了多个停车地方和车位袁 去年是振阳西区改造后的第
一年袁腊月二十九晚上 8 点半钟袁小区停放 156 辆汽车袁
整齐有序袁进出通畅袁业委会测算过袁加上允许临时停车
位袁全区可停放 200 辆小汽车还不堵袁小区内道道相通袁
路路互联袁循环畅快遥

以前散步都要走在车行道的边上袁不方便之外袁还有
安全隐患遥 小区改造拓宽消防通道袁 铺上平整的沥青路
面袁早晚在小区内循环行走一遍袁相当于一公里左右遥 60
好几的老王夫妇天天在小区内兜圈袁三五一群结伴野小区
行冶成为中老年人的选项袁尤其是双休假日孩童们玩耍尧
骑车尧滑板袁尽情欢悦袁嬉笑声朗袁成为小区里一群快乐的
野小鸟冶遥

9 号楼一位在南昌做生意和一位常年在广东与海口
间忙于商贸的老板袁疫情之后袁已有 3 个年头没回小区袁

对我说袁手机视频看了不过瘾袁还是在小区走一走看一
看袁更亲切尧更温馨遥 毕竟在这里生活过十几年了袁对这
里有感情遥

10 年前袁我写写小稿子都要送打字社袁如今用了智
能加电脑袁基本都是自己打了遥 小区改造时袁把楼前楼后
像蜘蛛网的网线改在走地下管线后袁 不仅视觉上清爽
了袁而且上网比之前更快更稳遥 以前偶尔还会突然跳闸
或停电袁有时电脑上文字没及时保存消失了袁要做无奈
的野二发生活冶袁现在常年不停电袁即使在去年限电限产
情况下袁居民用电依然平稳有保障遥 我家那位退休后袁喜
欢上家乡淮剧袁用了智能手机袁刷抖音袁拍抖音袁发发淮
剧精彩唱段袁也赢得几百到几千野抖粉冶点赞袁过去老埋
怨电话难打找不到人袁现在随时随地语音或视频袁交流
十分方便袁她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院发展变化实在大袁
找人不用打电话袁轻松点击飞讯到袁视频互动常拉呱遥

大河奔涌袁壮阔澎湃遥 小区改造作为中国非凡 10 年
的一朵小小浪花袁映射出新时代的绚丽画卷遥 有信心期待
下一个 10 年袁一定会更加美好浴

小区换新貌
邹德萍

上世纪 90 年代初袁 程控电话逐渐兴
起袁 机关单位和经济较好的家庭成为第一
批用户袁 随之便出现了电话号码簿遥 先是
比较薄的一本袁 后来袁 伴随着程控电话的
用户不断增加袁 电话号码簿也越来越厚袁
编印者从中看出商机袁 竟在里面插入好多
页广告袁像一块砖头袁随身携带十分不便遥
一次袁我随县野拎着菜篮子闯关东冶小分队
出差到沈阳市袁 在宾馆里袁 我把号码簿里
的广告页全部撕了扔进废纸篓遥 在场的县
农工部副部长邱训龙同志见了开玩笑说袁
你这个方法好袁 没有义务背着这么多跟电
话号码无关的东西走南闯北遥

那时我在县委宣传部搞新闻袁 需要经
常联系新闻单位和编辑记者袁 我就请打字
员给我打了一份常用的电话号码联系表袁
放在玻璃台板下遥 上面从叶人民日报曳尧新
华社尧中央电视台一直到省尧市新闻单位袁
手提包里还备有相同的一份遥 这份电话号
码联系表袁至今我还保存着遥

2010 年袁随着智能电话的出现袁尤其
是 5G 手机的出现袁 给人们带来的方便更
是超乎想象遥 过去袁 随身携带厚厚的电话
号码簿已渐行渐远袁 号码只要保存在手机
里就行了遥 仅我这个年近古稀退休了和社
会上交际较少的人袁 手机里保存的电话号
码就有上千个袁 包括许多新闻单位编辑尧
记者甚至总编辑的微信遥

一九九三尧一九九四年袁我县港口经国
家交通部批准袁 委托科技部联合全国几十
家科研单位和企业协同攻关袁最终在扬州市江都造船厂建
成了全国首艘海上过驳平台遥 为了及时把这个消息发给新
闻单位袁我从过驳平台上急忙上岸去宾馆取电话号码簿到
江都邮政局发稿袁没想到一脚踩空袁掉进长江袁险些丧命袁
多亏船上有救生圈和同去的人把我及时拉上岸遥

像我这个喜欢动动笔杆子却不会电脑的老人袁 过去稿
子写好都要送到打字社打印发出去袁很麻烦又花钱遥 买了
5G 智能手机后袁在文友尧电信服务员的热心指导下袁现在袁
我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写稿修改袁并通过微信发稿袁一气呵
成遥 对方有什么修改要求袁立马又可以反馈给我遥 我近几年
发表在人民日报尧解放军报尧人民政协报以及全国许多报
纸杂志上的文章尧照片都是通过手机发出去的遥

5G 智能手机查阅资料尧互相交流也十分方便遥 今年春
节前袁我从央视看到一条信息袁抗美援朝战争中袁辽宁抚顺
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一名叫赵宝印的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
用步枪打下了一架敌机袁当年受到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
通令嘉奖袁并被记特等功遥 我通过 5G 智能手机立马查到了
这位老英雄的基本资料袁随即又通 114 查号台查号袁联系上
了当地的宣传部门袁找到了老英雄的家人袁通过视频连线袁
看到了老英雄过去住过的房屋和证件等遗物袁采访到老英
雄子女传承红色家风的许多感人故事袁还收到了许多老英
雄生前照片遥两天时间袁我写出了 3000 多字的通讯叶家人心
中最可爱的人曳配两幅照片袁没到 10 天时间便在叶解放军
报曳叶中国妇女报曳等多家报刊发表遥 其间袁按叶解放军报曳编
辑的要求袁反复核实故事真实性袁老英雄子女用 5G 智能手
机把最权威的当年刊载老英雄事迹的叶辽宁日报曳拍发给
我转给编辑袁三方微信语音尧视频互动不少于 50 次袁发给
编辑挑选的照片不下于 30 幅遥 这次采访写稿成功袁远在几
千里之外袁没有 5G 智能手机是不可想象的遥

这样的采访袁现在我还在继续遥 最近袁我应叶解放军报曳
之约袁又用这个办法采访了远在山东郯城的一对老八路夫
妇子女和我县的退役军人尧全国劳模姚焕平远在沈阳的表
弟袁稿子有的已经发表袁有的正在编发中遥

在采访全国劳模姚焕平时袁 我无意听说他的姑母叫姚
军袁1942 年参加八路军袁姑父叫张继先袁是和方志敏一起被
捕入狱后经徐特立等人营救出狱的老革命袁新中国成立后
任原沈阳军区后勤部财政部长袁是开国大校遥 我在百度上
一搜索袁张继先等人的故事已被拍成抗战片叶掩不住的阳
光曳袁 还搜到辽宁老年大学请张继先的儿子单志和去为他
们讲传统的事遥 我把这个信息告诉姚焕平袁他欣喜异常遥 我
循着 5G 智能手机上的信息袁 又通过辽宁老年大学的工作
人员袁 帮助姚焕平找到了失去联系几十年的姑父母的儿
女袁并和他们微信语音尧视频遥 我笔下姚焕平这个典型又有
了传承红色基因的底蕴袁更加丰满遥 5G 智能手机为我热心
传承红色基因尧弘扬正能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遥

电话号码簿渐行渐远了袁 但它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历
史遥 感恩新时代袁感恩十八大以来风雨兼程的十年遥 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我们走进了新时代袁5G 智能手
机的广泛使用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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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袁 固定电话由县城单位和经济较好
的家庭逐步进入乡村农户遥 因需要一笔初装费袁在农
村也只有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才舍得安装固定
电话遥 一些在外打工的人袁为了联络家人方便大多会
记下了邻居家的电话号码袁 有什么事情直接打电话
到邻居家袁然后请邻居喊家人接电话袁或者请邻居转
达事情遥 一回两回打进打出人家不烦袁次数多了袁邻
居昼夜不停地一家家去喊接电话袁 自己都觉得不好
意思了遥

于是袁 在农村也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院野不管有
钱没钱袁电话装起来过年遥 冶加之袁当时全县开展了
野电话百户村冶建设竞赛活动袁很快就掀起了固定电
话大安装的热潮遥 作为一名线务员袁我见证并亲历了
这样声势浩大的全过程遥 当时袁全县各乡镇固定电话
大安装全面开花袁农户争相申请开户装电话遥 那时装
一部电话袁从号码生成到县公司机房放号袁到镇村程
控机房袁再到交接箱转线袁再连接到分线盒袁连接至
用户家袁往往要几天时间袁用掉几百米网线遥 我所负
责的片区那时近 2000 用户袁 每天平均安装 15 户以
上袁月装 500 部左右遥 尽管每天很忙袁但累并快乐着遥

那时袁每天晚上回到局所宿舍或自己家中袁都有
人登门找我开户装机袁 甚至有人着急夜里凌晨 3 点
钟就蹲我家门口等我遥 而找上门的用户基本上是营
业室受理排档安装需要等几天的袁 因为当时电话门
子不够用袁 好多农户担心开了以后没有门子同样装
不了遥 为让他们能及时用上固定电话袁我经常抽空帮
他们拉好线袁他们都知道只要线拉好袁也就放心了袁
等两天肯定能通遥

几年后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袁小灵通也走进了
人们的生活遥 因携带方便袁使用便捷而成为移动通信
的首选遥 转眼间到了 2008 年 10 月 1 日袁国家对三大
通信运营商经营范围进行了调整袁CDMA 由联通转
入电信经营袁并冠名为天翼手机遥 一时袁天翼也走进
千家万户袁网络也从原来的 2G 升级到现在的 5G袁用
户也由原来的几万户扩展到十几万户遥

二十多年来袁 作为一名线务员袁 亲历了固定电
话尧宽带尧天翼手机尧5G 等业务的发展袁更见证了通
信业的发展遥 尤其是近十年来袁我国通信业发展势头
特别强劲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袁这也正是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遥

见 证
陈文良

苔花袁是一种不起眼尧米粒般大尧开在苔藓之上的乳白
色小花遥 酷似微尘的苔花袁 在百般红紫斗芳菲的牡丹花丛
中袁显得平凡普通遥 但是袁苔花那坚韧尧坚持尧坚强向上平凡
不平庸的精神品质却值得人们赞赏遥

记得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袁坐落在射阳县城野小洋河冶
南岸尧西朝阳街门朝东的野大同医院冶袁门面不大袁10 多名医
药护技人员在简陋野深宅冶中忙碌遥

斗转星移袁野大同医院冶易址到城西袁更名为野合兴乡卫
生院冶袁在医疗机构相对较多的县城袁是不起眼的卫生院遥到
了 21 世纪初袁随着野射阳县糖尿病专科医院冶牌子的增挂袁
这家医院渐渐在县内外有了名气遥

2018 年春袁从县中医院退休赋闲在家的我袁忽有接到
友人电话院野想不想出山钥 冶

野不想遥 冶
野让您重操旧业呢钥 冶
一听这话袁我来精神了袁便问是哪家医院钥友人答野合兴

卫生院冶时袁说实话袁刚开始我还真没太瞧得上袁可为了友人
的面子袁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答应了下来遥

不来不知道袁介入吓一跳遥 2017 年 9 月袁就是这家卫生
院袁竟然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尧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院
长宁光教授接上头尧挂上钩袁成为叶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
管理中心曳的一员遥

正所谓野世上安得两全法袁不负岁月不负卿遥 冶几年相
随袁 我对这家医院尧 特别是当家人戴元成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遥

十年前袁在党的十八大精神鼓舞下袁医院从改善医疗条
件入手袁 努力适应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人群不断增加的医
疗需求遥 10 年来袁先后改扩建 5500 平方米病房楼尧1600 平
方米医技楼袁 并对 1500 平方米破旧的门诊楼进行装潢改
造袁增添了与省人民医院同款的野骨密度检查仪冶及 CT尧
DR尧数字胃肠机尧大生化尧彩超等先进高端设备袁资产从不
足 300 万元增值到近 6000 万元遥

设备再好还得要有医技水平遥 2017 年 10 月袁戴元成借
去上海参加学术会议之机袁拜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尧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院长宁光袁以其欲为基层患者解除病痛的
一片诚心袁赢得宁院士的支持遥在一番努力之后袁经中国医师
协会内分泌代谢病分会审核验收批准袁2018 年 7 月 14 日袁宁
光院士在青岛向戴元成授予当时苏北首家 MMC 铜牌遥 5 年
来袁全县已规范管理 MMC5826 人袁享受与瑞金医院同质化
标准尧规范管理袁提高了生存生活质量遥 2018 年元月袁医院建
立 野长三角糖尿病联盟协会冶 主席彭永德教授名医工作室遥
2020 年 6 月上旬袁医院被授予野MMC 十佳中心冶金奖遥 2021
年 10 月下旬袁医院又获野MMC 示范中心冶称号遥

心中有患者的射阳县糖尿病专科医院凭着过硬的设
备尧精湛的医技尧优质的服务袁赢得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患
者广泛信赖遥 年门诊尧住院从 2012 年的 108623 人次尧1661
人次袁到 2021 年的 211826 人次尧4058 人次遥叶健康报曳叶中国
社区医师曳叶中国农村卫生曳 等国家级专业报刊多次予以报
道遥 2021 年 12 月袁因在 2021 年野优质服务基层行冶活动中
表现突出袁受到国家卫健委尧国家中医药局通报表扬遥

2022 年 2 月袁县组建医共体袁该院成为野射阳县中医院
合兴分院冶遥 院名虽然又改袁但医务人员的野一切为了患者冶
的初心没变袁好似苔花在偏处一隅的平凡中袁再创中西医结
合为人民健康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的辉煌遥

苔花也如牡丹开
居文俊

没有现代化的通信袁就不会有现代化的未来遥 2008
年 10 月 1 日袁 随着国家对三大通信运营商经营范围进
行调整袁 CDMA 由中国联通转入中国电信经营袁并冠
名为天翼手机遥 自此袁我国也真正走进移动通信发展的
新时代遥

电信天翼手机的出现袁BB 机和小灵通逐渐退出了
历史的舞台遥随着电信天翼手机的发展尧用户数的剧增尧
网络的改造袁似在一夜之间人们都进入了 2G 时代遥 当
时的 2G 手机虽然应用功能不多袁 可其具有宽屏清晰尧
使用简便等优点而受到人们青睐遥 诚然袁由于当时新建
基站数量较多尧投入资金量较大等袁因而通话费也相对
较高袁许多人为了节省话费袁打个电话哪舍得多说什么袁
有话则长袁无话则短袁简洁明了袁不敢废话遥这不袁就为节
省话费曾闹出过这样一个笑话袁一位农村老大爷买了手
机后袁每次打电话总是几句话袁说过就匆忙挂断遥有一年
春节前夕袁老大爷打电话问远在太原打工的女儿什么时
候到家遥结果袁因女儿手机一直忙袁系统里就传出自动语
音院野您拨的电话忙袁请稍后再拨噎噎冶结果袁老大爷听不
懂普通话袁又担心话费较高袁就匆忙挂断电话袁以为女儿
去宁波袁不回家过年了噎噎

2012 年初袁随着 3G 网络的建成袁3G 智能手机成为
人们的新宠遥 野不玩 2G 玩 3G袁3G 就选电信天翼冶袁3G
作为智能手机的初级阶段袁 人们更多地看中信号好尧屏
幕大和手机应用多等优势遥 那时袁人们每月平均只用几
个 G 的流量袁 一些单位和个人还使用了彩信和七彩铃
音袁手机的视听尧购物尧拍照等各类应用也逐步被人们所
青睐遥

2013 年 12 月 4 日袁随着国家 4G 牌照的发放袁电信
频段的优势显现遥 电信 4G 业务全面商用袁华为尧小米尧
三星等相继推出了 4G 手机袁电信 4G 也迎来了野流量新
时代冶遥 4G 手机的人脸识别尧移动支付尧GPS 定位等各类
技术的丰富和 PC 端的应用袁让人们对手机的需求从基
本的通话提升到娱乐尧生活尧商务等更高的应用层次遥

2019 年底袁电信 5G 正式商用袁手机也呈多元化格
局袁促进了手机更广泛尧更深层尧更专业的行业应用遥 随
着更多的人选用电信 5G 手机袁 射阳电信不断加大 5G
网络建设投入袁通过市场导向袁应用引领袁主推独立组网
渊SA冤模式遥 在盐城市开通了首个 SA 和 NSA 共存双载
波聚合示范站袁提高上下行峰值速率袁在全县打造一流
5G 网络遥 分公司克服疫情袭扰尧芯片紧张等困难袁仅用
一年多时间就在全县新建了 320 个 5G 基站袁5G 信号实
现境内全覆盖遥公司还从应用出发袁精雕细琢新建打造袁
苏果超市到大润发朝阳街商业区 5G 数字精品一条街袁
安徒生童话乐园游客中心室内 5G 体验馆等两个 5G 示
范点袁并建成无线 AP5.5 万个袁近 26 万家庭和企业使用
高速 WIFI 和网络电视袁 让市民和游客尽情享受 5G 网
络带来的新体验新生活遥

5G 网络全覆盖后袁尤其是电信 5G 网络通过高密度
布点袁低功率辐射而成为人们的首选遥同时袁由于射阳电
信积极响应国家野提速降费冶的号召袁通话费尧流量费大
幅下降袁 电信 5G 用户也成倍增长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目
前袁 全县三大通信运营商的 5G 总用户已达 36.9 万户袁
5G 已飞进寻常百姓家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遥

5G 在方便人们联络的同时袁 也提升了人们的生活

品质遥 手机支付尧刷脸认证尧核酸检测尧微信抖音等应用
功能成为手机的主要用途遥 今年 82 岁的四明镇徐庄村
陈爹爹生有两儿三女袁 儿女们都不在身边工作生活袁远
的在苏州袁近的在县城遥 自从他使用上 5G 手机后袁隔三
岔五就会用手机与在苏州和县城的儿子尧孙子们视频通
话遥 还经常刷刷抖音袁对一些感兴趣的人和事拍成小视
频放到抖音上遥 10 月 16 日袁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袁陈
爹爹还通过 5G 手机收看大会开幕盛况袁并将大会的实
况讲给邻居大爷大妈们听袁真正实现了老有所乐尧老有
所为遥

5G 网络还助推我县电商搭上网上销售的 野快车
道冶遥邵君在四明镇通洋小街开一服装门市袁过去她一直
依靠实体门市销售服装袁生意虽然不错袁但总觉得渠道
单一遥 两年前袁她借助 5G 网络袁利用抖音尧快手等网络
平台直播带货袁通过野两条腿走路冶袁实现营收野大满贯冶遥

我县还通过在农村推广线下生产尧网店销售等经营
模式袁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尧农业龙头企业开展农产品
电子商务销售遥 射阳大米尧洋马菊花尧特庸蚕丝被尧黄沙
港海产品尧临海蒜产品尧经开区草编墙纸等特色农产品袁
纷纷借助 5G 网络走向全国尧迈向国际遥 2020 年袁我县还
被商务部第一批评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遥

回首这十年袁时代的发展推动着通信行业的不断前
行袁通信行业也实现了从 3G 到 5G 的飞跃遥 可以预料在
下一个十年袁我国将会有更多的集移动办公尧消费尧认证
于一体的超融合 6G尧7G袁 甚至 8G 的手机走进千家万
户袁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更大的便利遥

5G 飞进寻常百姓家
陈允标

中国电信射
阳分公司加强对
5G 基站的巡检袁
确保信号稳定尧通
信畅通遥图为分公
司无线中心工程
师在对县城 5G
基站进行巡检遥

陈允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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