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吕雪冰

乐声响起

■ 刘劲楠

黑白电视机的记忆

你还记得么？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的主题曲
《万里长城永不倒》，当年风靡一时；你还记得么？
1984年央视春晚上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
一度唱响海内外；你还记得么？1987年央视春晚
上费翔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曾经火遍大江
南北。还有《花仙子》、《聪明的一休》、《再向虎山
行》、《血疑》这些经典剧目，以及马季“卖”“宇宙
牌”香烟、陈佩斯“吃面条”等......这些让人珍存于
记忆中的经典，几乎都是源于黑白电视机的荧屏。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整个大队（行政村）
只有邻村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他们生产队买
的），上垅下畈的人，晚饭后步行到那里去看电
视，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人们都乐此不疲。那
时还没有水泥路，只有“泥水路”，晚间行夜路，老
人们教给我们一首口诀：“天晴不走黑，不是沟就
是缺；落雨不走白，不是水就是石”。这要用我们
家乡话来念是很押韵的，依此诀行夜路，既不会

“失足”，也不会“湿鞋”，可保安然无恙。等我们
辛辛苦苦赶到时，堂屋里早已挤满了人，里三层、
外三层，简直水泄不通。而且从头看到尾，连一
则广告都不放过。

后来，同村的高荣叔私人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
机，因为当年他是开拖拉机的，家庭条件好些，所以
才买得起。这很给我们村庄撑面子，因为我们再也
不用吃完晚饭火急火燎的赶到邻村去看电视了。

在高荣叔家看电视，我记忆最深的是看《霍
东阁》（这是“精武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霍
元甲》、《陈真》都是在外村看的），每当“好小子，
这是你家国仇，好小子，你莫再躲背后……”的主
题曲响起时，我们便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其激昂
的旋律至今犹响耳畔。那时正值暑期“双抢”（抢

收抢种，这是农民一年中最忙的季节），白天，我
们要跟着大人一起去“双抢”，晚上洗完澡就跑到
高荣叔家去看电视，大人们也不顾疲劳抢着时间
赶到，有时妇女们连碗都来不及洗就抢着去看电
视，简直是“三抢”了。我记得大娘说过的一句
话：“快去看《霍东阁》，真好看呀！里面的人打架
就像撂草把一样”——她用这种生动而形象的语
言，来描绘剧中的武打动作之精彩。

那时的黑白电视机，屋外是要架天线的。有
时看着看着，屏幕里的黑白影像会突然变没了，
只剩下一大片雪花点满屏乱窜、嗡嗡作响，于是
便有个男劳力跑到屋外，转动架着天线的竹篙，
屋里的人边看荧屏边向外喊话：“再转一点，再转
一点”，转天线的人也就毫无方向性地乱转，七转
八转总有一个角度适合的，等到屏幕画面重新出
现了，大家一起欢呼，转天线的人就像个功臣似
的回到屋里和大家一起继续看电视。

看电视，让人讨厌的是，正在精彩之处，比如
霍东阁与人打得正难解难分之时，突然满屏尽是
雪花点，只剩一片嗡嗡声，等把天线转好了角度，
再出现画面时，人家已经打完了，甚至有时候一集
都完了，变成了广告，好在我们并不挑剔，广告也
不会落下。而更让人讨厌的是停电，那时发的电
很不稳定。我曾祖父当年是县里的党代表，每次
从县里开完会回来，他都要向村里人宣传，将来会
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村里人都当
他是说笑话，不敢相信，就以这看电视而言吧，有
时一集下来，会停几次电，剧情紧张，让人吊着嗓
子眼时，却突然停电了，这种沮丧与懊恼可想而
知，人们只有唉声叹气的傻等电来，有个老人正看
得津津有味，突然停电，情急之中他来了句：“多点

几盏煤油灯，看能不能放出电视来”——想来，这
应该是老人家质朴的幽默吧。有时一个晚上也等
不来电了，有“见多识广”者便为大家推测着剧情
发展，过把干瘾，最终只好悻悻而散，搬着自己带
过来的椅子板凳，摇着蒲扇回家休息，因为大家明
天一大早还要赶着“双抢”。

后来，村里的黑白电视机渐渐多了起来。我
家是 1985 年拥有了这台“神器”，那年暑假的一
个傍晚，从公社卖粮回来的爸爸抱回来了一台红
色外壳的黑白电视机，给了我们一个惊喜，我们
欢呼雀跃，当晚就开始收看《八仙过海》。至今，
剧中如梦如幻的情境、半真半假的故事、似人似
仙的角色让人难以忘怀。

随着科技的日益发达，黑白电视机逐渐被淘
汰，我家又买了一台“大肚子”的赣新彩电；再后
来，买的液晶彩电也越来越薄了，挂在墙上就行，
可收的频道也越来越多。村里逐渐每家每户都
有了彩电，甚至有两台、三台，黑白电视机几乎销
声匿迹了，人们都以小家庭为单位，坐在自己家
里收看精彩纷呈的电视节目，享受天伦之乐。现
在，人们还随时随地都可以独自从手机上看电视
了。原来那种全村一起集体看电视的“壮观”场
景已不复存在。

时光在飞逝，时代在进步。从黑白电视机到
液晶大彩电，从煤油灯到高压电，从有“ 沟”有

“缺”的“泥水路”到平坦宽敞的水泥路，从对“楼
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向往到对“千里眼、顺风耳”
一样的智能手机的拥有……祖国发生了日新月
异的变化，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

黑白电视机的记忆，已成温暖的往事。现在
的世界五彩缤纷，我们的祖国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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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

全市征文大赛启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周
年华诞。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九江市委宣传部、九江日报社、
九江市文联联合开展“我和我的祖
国”全市征文大赛。本次征文大赛
由九江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协办。

“建设监理杯”

除夕后的正月时光，往往为走亲访友忙碌
着。给亲友拜年是乡俗里的礼仪文明，也曾是快
活又饱受煎熬的“必修课”。小时候，正月初一去
舅舅家系“保留曲目”。新正年头起得格外早，祭
祀过祖先，便拉开了同村本族大串门的序幕，此
时，大家成群结队挨家逐户地走访，互致新春的
祝福。快十点，同村的姨娘一家早早候在村头，
汇聚我家的老老小小，一起“开拔”舅舅家，浩浩
荡荡地说笑着同行。半小时后大家便围坐在舅
舅家的炭火盘四周。大人们此时把酒话桑麻，我
们疯玩开来，欢天喜地追逐打闹着，小小的山村，
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舅舅时而兴起的即时叮咛，
抵不过舅妈早已周备的美食，我们没有心思揣摩
舅舅的苦心，一心把玩着各自的游戏。酒过三
巡，菜品五味，表兄妹们又一溜说笑着返家。摸
摸几只口袋，清一色鼓囊囊的，被热情的舅妈塞
满了花生、蚕豆、脆香红薯片，恰好返程路上随时
享用。这一切概因舅舅家离得近，同在一个村委
会，两自然村相距不到 4华里。

去大姑家拜年，则是另一番景象。照实说，
所有的亲戚中，大姑家离得最远，一年最多去一
次，当天完成来回，往返近 15 公里。最苦的是大
姑，娘家这边有三兄弟，这家的侄儿满周岁，那家
的侄女出嫁，都得到场。那时未通班车，走亲戚，
全靠双脚丈量，父亲说过娘家是“千岁路”，到大
姑八十之后，我才懂得家父话里的深义。那时

月，表哥央大姑坐稳独轮车，吱呀吱呀地往舅家
推，一年四季独轮车来来往往，累苦了俩表哥，他
们说劝不了大姑，娘家事再小，大姑也不肯缺
席。因为大姑的疼爱，我们都喜欢去大姑家。堂
兄妹们集体行动，正月里必定上大姑家拜年。此
事往往迟迟敲不定日期，十几个堂兄妹，要么这
个不舒服，或者那个摔了个小伤，更何况，大人们
各有各的耽搁，而且必须一次性行拜年礼，我的
叔伯们还得考虑大姑家这场不易的待客。为了
养精蓄锐，一旦定好了明天去大姑家拜年，前一
天一律早早地睡觉。出发前互相提醒带干粮的
事，连量的多少也在斟酌中。记忆里的某年年
关，父辈们合计着派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给
年事已高的大姑送节，那天，天下着小雨，大哥不
愿意去，父亲喝令，后来大哥、三堂兄、细叔家的堂
姐很是累了一回。此事惊动了我大姑，返程时，大
姑专门请了本村的壮实汉子推送三娘侄快十里
地。要不是我大哥再三央求，大姑的嘱咐里，是定
了两表哥、帮工送大哥他们到家的，但在大哥他们
看来，万万不可以，否则逃不脱父亲的严厉惩戒。

拜年的队伍出发了，一长溜的亲们朝大姑家
急走，尽管不到七点就行动了，一路上不断有人掉
队，欢乐的拜年行时而夹杂着孩子们走累了哭哭
啼啼的插曲，有时甚至是大人们的恼怒。这支队
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十点前万万到不了大姑家
的。那时没有电话，相对靠谱的沟通方式，莫过于

捎口信，可类似的托付，也因为日期不确定叫人莫
衷一是。记忆中，元宵节前，大姑不曾有过一天的
安生，尽管如此，每年去大姑家都是劳累而去，尽兴
而归。直到今天，我们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们，无
不深切怀念亲爱的大姑，怀念远去了的苦乐从前。

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学校，学会骑自行车了。
再后来，有了手机，时常用短信、电话联系表哥
们。而今，我的智能手机已经换到了第五部了，
表哥们都步入老年，我不再年轻，时不时地视频
聊聊天，在以爷爷为纽带的家族群里感慨过往。
虽然见面不多，借助微信，我们交流着彼此，呵护
这份血脉相连的亲情。

数年前，我不肯考驾照，以为买车之事不可
能相缘于我。三年前，女儿的爱情在遥远的他乡
花好月圆了，心宽的我也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开
车，拿到了驾照。本县范围内的亲友家，想去
就去，开上车，非常便捷。2018 年 8 月 5 日早晨，
早晨六点半，我们全家登上了都昌至南昌的大
巴。在昌北机场登机后，不到两小时就到了南
宁。中午 12 点前，女儿一家为我们热情接风洗
尘。此时，边陲南宁椰风吹拂,东盟经济贸易洽
谈会正在进行，我们徜徉于熙攘的人群中，轻易
照面不同肤色的人们。恍若隔世的我留转于时
空之旋，不由得百感交集，眼花缭乱。是啊，生逢
盛世中国，正好大步流星。天涯咫尺，康庄大道
任我行......

■ 余英俊

迢迢近咫尺

堂哥打来电话，告知侄儿找了女朋友，双方家
长已见面，准备国庆把婚事办了。结婚的事，堂哥
想听听我的意见，问我能否抽时间回趟老家。我欣
然应允。周末携妻子回到了老家。村口一栋栋款
式各异的楼房，错落有致地排列在路的两边，宛如
张开着臂膀迎接着四方来客。进到村里四通八达
的水泥路，像一条条彩带连接着家家户户，路两边
整齐的路灯，芬芳的花草，颇有几分城市的气息。

堂哥家坐落在村庄中央，是一栋具有欧式风
格的小楼房，墙面上贴着浅黄色的瓷砖，屋顶铺
盖着灰黑色的树脂瓦。我笑着说：“你这楼房是
中西风格的有机结合。”堂哥告诉我，墙面和树脂
瓦的颜色都是为了村庄的整体美观，大家共同商
定的。闻听，我不由得环顾四周，阳光下，我生于
斯长于斯的村庄，如今就像一个端正的江南少
女，静谧地流露出她的温柔美丽、热情大方。

屋内，一组款式新颖的真皮沙发首先映入我
的眼帘，“嚯嚯，鸟枪换炮了，这沙发漂亮。”

“这不是小孩要结婚嘛，就换了一组。”堂哥
憨厚地笑了笑。

刚坐定，嫂子就端上了苹果、香蕉等水果。
旁边的妻子打趣道，“自家的兄弟，搞得这么

客气。”
“哪有呀，每天自己也要吃。”嫂子快言快语，

一脸的幸福。
我拿起一只苹果，笑着问堂哥，“现在每天可

以吃苹果，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带我偷生产队地
里的西瓜吃不？”

“那还不是家里穷，吃不饱肚子，没法呀。”望

着此时的堂哥满是愧疚和无奈的脸，忧伤的往事
在果香中弥漫扩散，真实而又清晰。

那时我家兄弟姊妹多，虽然堂哥家的条件也
不好，我仍像跟屁虫一样成天跟着堂哥，因为冷
不丁会打上“牙祭”。有一天，半上午我饿得不
行，就缠着堂哥要东西吃。等到正午时分，阳光
特别毒辣，堂哥带着我前往离村子较远的西瓜地
里。之所以将时间选在中午，堂哥说只有这个时
候最安全，大人们一般都在家里午休。当我们正
要行动时，远远看到队长过来了，我们吓得赶紧
匍匐在瓜藤里，不敢乱动。虽然队长后来离开
了，但我们再也不敢对西瓜下手，只好空着手悻
悻而返，身上却被汗水湿透了。从此，我们再也
没敢想过去偷队里的东西，可这种饥饿的记忆已
经刻骨铭心，恍如昨日。

侄子结婚的事很简单，对方主动要求婚事新办，
倒是让堂哥有些不好意思，觉得有些对不起人家姑
娘。堂哥本想让我出出主意，看怎样办热闹些。我却
做起了堂哥的工作，赞成移风易俗，婚事新办。最后，
堂哥嘟囔了一句“时代真是变了”，也就同意了。

饭后，堂哥说陪我在村里转转。顺着村路，
缓步前行。远处绵延的山脉与田间葱翠的农作
物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我感受
着家乡的田园风光，一种久违的温暖扑面而来。

不知不觉中我和堂哥来到“斗二”地头，这是
当年父亲的试验田。八十年代，乡政府决定农村
由水稻改种经济价值更高的棉花。刚解决温饱
的农民不理解，为说服大家，在乡里工作的父亲
决定自己种实验田。当年父亲试验田的丰收如

惊蛰后的春雨，迎来了“千树万树梨花开”。也正
是那一朵朵洁白的棉花，点燃了乡亲们致富的希
望，铺平了他们的富裕之路。

此时的“斗二”以及周边的田垄上，一串串沾着
露珠的葡萄在阳光下似满天星子眨着调皮的眼睛，碧
绿的葡萄叶在微风中似翩翩起舞的蝴蝶，架子上那一
根根蜿蜒匍匐的葡萄藤相互交织，编织着农民致富的
梦想。堂哥告诉我，这是友海叔家种的葡萄。我知道
友海叔，他可是村里的大名人。当年父亲带领大家种
棉花时，他第一个响应，他不但种了自家包产的土地，
还开垦了一些荒地。友海叔也是第一个靠种棉花盖
起了村里第一栋楼房的人。“他现在不种棉花了？”我
有些疑虑。堂哥说，“现在大家都是根据市场来决定
自己的种植产品。目前水果市场火爆，友海叔也跟着
种起了葡萄，吸引了不少城里人来采摘葡萄。”风雨七
十年，那种单一的计划种植已随时间一起流逝，可父
亲的试验田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间。

“百花齐放春满园”，农村经济的发展，确实需
要开发多种形式的产业结构。前些日子，和文友
一起到彭泽一家生态创意园采风。园内宽敞明亮
的温室大棚里，各种瓜果蔬菜生长在形状各异的
架子上，红的似火，绿的似玉，黄的似金，白的似
雪，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听说是有机生态的，更
让人忍不住想立即摘下品尝。稻虾养殖，稻香虾
肥，相得益彰。园内花团锦簇，四季如春。如织的
游人漫步在创意园内，沐浴着春风，观赏着美景，
品尝着有机食品，仿佛阳光下到处摇曳着甜美和
欢乐。以农业带动旅游，以旅游促销农产品，家乡
的田园里，一种新型的农村产业模式正在蓬勃发
展。新时代，农民在新的征程上已扬帆起航。

傍晚，落日的余晖轻柔地抚摸着大地。我惬
意地坐在门前池塘边的亭子里看着书，突然，一阵
器乐声从村东传来，那一个个强劲的音符敲击着我
的心。寻声找去，看见村里几位老人在一起演奏。
他们的动作有些生疏和笨拙，可却是那么认真和投
入。我不忍心打搅却又不想离去。路灯在夜色朦
胧中亮起，微风轻轻吹过，恍惚中，我仿佛自己也坐
在他们中间尽情地弹唱，陶醉于美丽的山村。

征文主题：紧紧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这一主线，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
述和指示精神，以“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为视角，用文学的形式生动展现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集中反
映九江全市人民追求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
精神风貌。用文学表达人民群众对祖国的
赤子之情，激励和鼓舞全市人民更加勇敢
坚定地追逐人生的梦想，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不懈奋斗。欢迎在九江全市各地工
作、生活的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九江籍在外
地学习工作的人士）用美妙而新颖的文字，
讲述祖国 70 年时光里的巨大变化；讲述个
人与祖国共同成长、成熟的经历；讲述在九
江这片美丽土地上的人民群众用勤劳、智
慧、奉献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展现 70 年
中一个个闪亮的瞬间，叙述一段段难忘的
记忆……

征文要求：征文体裁限散文、诗歌（限
新诗），要求未在任何报刊和网络发布过，
散文 2000 字内，单首诗歌 50 行内，组诗不
超过 3首（总行数 100行内），特别优秀的作
品可适当放宽篇幅限制。倡导作品具有真
实的细节、真挚的情感、真诚的感悟，以独
到的角度、独特的个性打动读者、激励读
者，发挥良好的社会影响。

征文时间：即 日 起 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参赛作品一律以正文粘贴和附件形式
同时发送至电子邮箱 jjrbcjzk@163.com，并
在邮件主题栏注明【“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大赛】。为节约资源，此次征文大赛不接受
纸质投稿。

此次征文大赛设立一等奖 2 名，二等
奖 4名，三等奖 8名，优秀奖若干，均颁发奖
金和获奖证书。九江日报将开辟专栏、专
版，择优选发征文作品，获奖作品不再另发
稿酬。

联系人：陈修平
电话：13767203078

当代著名诗人熊东遨游石钟

山，九江诸诗友陪同，用杜甫“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诗拈韵：

润——彭巧平

客到家山潮涨汛，噌吰不绝诗声润。
一方锁钥稳雄关，万顷琉璃浮海蜃。
绿荫半阶亭外笼，紫薇千朵云根衬。
黄昏月上小城楼，酒令飞花香扑鬓。

物——卢象贤

几个诗虫，嘈苏了、周山万物。
登故垒，墙垣尚在，英雄都没。汹涌
鄱湖思妇泪，嶙峋山石征夫骨。剩
墙上、不语雪琴梅，迎残月。

渊仍邃，人易渴。鞭已朽，江犹
阔。问波间鹬蚌，为谁争夺。天地
权留多难柄，古今戏演无穷折。只
东坡、一记不随流，长鲜活。

细——黄英华

山迎大雅来，胜日同修契。
朱履染斜阳，清谈悬妙谛。
气蒸觉暑深，浪静因风细。
何惧一江宽，放棹终能济。

无——熊东遨

鸥声帆影外，默立一峰孤。
水色清兼浊，山光淡欲无。
眼逢皆友好，心契即蓬壶。
叩响亭前石，从容礼大苏。

声——胡佑荣

苏子留题记，石钟传盛名。
千年存古迹，百代出新声。
念彼知音者，钦崇问道情。
今逢仙客至，胜地景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