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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蓓

快乐的外婆

■ 王菊芬

我家的书缘
■ 吕宜杰

■ 段兴朝

棋盘岭外敌疯狂，数万苍生急转场。
锐旅寻机迷暴寇，骁雄诱伏战重冈。
赴汤蹈火驱强虏，取义舍身成国殇。
大写泱泱民族气，丰碑不朽共天长。

■ 欧阳毛荣

国耻民冤浊浪嚣，狼烟万里起狂飙。
悲歌动地鸣金镝，烽火连天卷血潮。
浩浩雄心雷怒吼，腾腾铁骑士昂骁。
飞身一跃千秋恨，大义长存日月昭。

■ 卢象贤

火炬花开朵朵新，当年血色未曾泯。
敌军灭种三光策，勇士惊天一跃身。
死在当时忘小我，留诸后代有精神。
中元聚众同来祭，五位英魂举国亲。

■ 李瑞河

效死忠臣誓不还，奈何君主弃重关。
城乡惨淡民生薄，寇盗猖狂国运艰。
匝地秋风寒易水，连天烽火暗郎山。
悲情一跃惊神鬼，岩下犹看血色殷。

■ 崔德煌

能将生命赴艰危，竟引倭兵向险崖。
壮士当年犹战死，郎山无处不伤悲。
风吟易水声堪烈，弹啸中原节亦奇。
岁在清明须记起，雄魂千古附高碑。

每个人对快乐的理解不一样。有人说，快乐
就是寻觅一个恬淡安暖的处所，将心沉淀在时光
中，读懂春夏秋冬的禅意，品味这人世情长；又有
人说，快乐就是在青山碧水间，心怀一缕阳光，手
捧一卷书香，安静下来，将大千繁华览尽；还有人
说，快乐就是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举杯邀明月，
美酒三百杯……但在我看来，快乐就是像外婆从
前一样尽心尽意地干好工作。

我的童年基本是在外婆家度过。外婆家是
个热闹的大家庭，有外婆外公，还有舅舅舅妈和
梦梦表妹。这个大家庭里，话语最多的是外婆，
她是个皱纹爬满脸却又饱含童心的快乐老人。
我很幸福地经常听她讲她年轻时的故事。外婆
讲得眉飞色舞，我也听得津津有味……

小时候，外婆经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蓓蓓，
你们这个年代的人啊，太享福了，我真是很担心你
们长大了怎么办哟。”面对一个在家里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我，外婆有这样的担心也是合情合理。

外婆年轻时曾是党的基层干部，入党誓词背
得滚瓜烂熟，她还把毛主席塑像“请”在了房间里

最高的五斗柜上。
外婆三十多岁时，在塘山乡和车桥乡工作。

塘山和车桥是德安县最偏远的两个乡镇，虽然吃
了很多苦，但当时的外婆在那里工作得特别愉
快。先说塘山吧，那时的她，对工作满是激情。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班车，假如县委发个电
报或寄个挂号信到乡里通知她开会的话，外婆会
在凌晨 3 点起床，然后，徒步从塘山走到县城开
会。外婆和同事们一起，有说有笑地从天黑走到
天明，激情满满赶到县委开会。直到现在，外婆
还经常和她原先的同事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虽
然她们现在都已弯腰驼背、白发苍苍，但每每聚
在一起，共同回忆当年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她
们都是那么开心，她们的感情是那么的真挚，令
一旁的我无比羡慕。

在车桥，有一年的大年二十九，外婆心想，明
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我再去给那些贫苦农家送些
大米吧，万一他们家的米不够吃呢？那天雪大路
滑，家人都劝外婆别外出，但外婆执意要去，结果
在雪地里重重滑了一跤，把腿给摔断了，至今都

有严重的后遗症，但她始终乐呵呵地坚持认为自
己这样做是对的……

如今，外婆已经 90 岁了，虽然牙也没了，嘴
也半歪着，但她每天都听听京剧，或哼着小曲儿，
或搂着一本诗歌朗读，或缝补衣服，或到家里楼
上的院子里浇花，或到楼下的马路上扫地，反正
外婆总是不让自己闲着，过得特别充实，活得特
别开心。她还总是念想着年轻时干工作的模样，
有时嘴里突然冒出一句：“如今的道路修得这么
好，四通八达的，交通工具也这么发达，想不通现
在的年轻人怎么还会有开会迟到的？我那个时
候工作啊，只有提前到会场的，从来没有开会迟
到的。每一项工作，总是不折不扣地提前做好，
从不拖沓！”

从小耳濡目染，外婆对我的影响自然很大。
参加工作以后，我一直把外婆平时的教导作为对
我的鞭策，把她从前的工作精神作为对我的激
励。我喜欢用微笑迎接每一个清晨的到来，因为
我知道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我开开心心踏步
出门，去迎接每一天的工作。

又到新年了。现在新年的娱乐方式很多，不
说别的，仅精彩的贺岁片就能让人们充分感受到
节日生活的丰富多彩。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
新年时要想看场电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出生在赣西北修河沿岸一个偏僻的小村
庄，那时候，电影可是稀罕之物，平时是看不到
的，只有到了节日和新年，镇上才放电影，而且电
影总是在夜晚放映。遇着新年放电影，从傍晚开
始，别说镇上和附近村庄的人，连很远村庄的年
轻人也成群结队去观看。为了看上一场新年的
电影，我在之前就要下很多“工夫”。

我那时候小，镇上离村里有七八里路，不能
独自去看电影，只能让大一点的孩子带着我。为
了让他们在新年时愿意带我去看电影，我加入了
这些昂首挺胸走在村子中央的少年行列。我们
聚集在一起，在村子里游荡，在老祠堂和晒谷坪
前的空地上，有板有眼地操练“刀枪”；或者分成
两拨，声势浩大地玩“ 抓特务”、“ 捉汉奸”的游
戏。当然“刀枪”不是真家伙，都是我们自己用选
好的木料精心削制的。游戏中，我们混熟了。“投
降不投降，我是李向阳！”这是大家游戏时经常从
嘴里甩出来的一句经典电影台词。

那时我对电影太着迷了。到了新年放电影
时，每次都是从上午就开始算计着，下午趁母亲
不备溜出门，连晚饭也不敢回家吃，饿着肚子在
一些大孩子家里等。等他们一一吃完晚饭，相互
吆喝着一齐出发时，天都黑得差不多了。这时的
乡村，就像罩在一面巨大的锅盖之下。几点如豆

的灯火，在寒冷的黑夜里远远摇曳着，犹如乡村
睁着的一些孤独的眼睛。

因为去得晚，我们气喘吁吁赶到镇上时，电
影早已开映。电影院门口那个我掂了脚才能够
着的售票窗口也早已关闭，只悬着块预告电影的
小黑板。无奈，大家只得围着电影院转，不过我
们很快就有了办法。绕到电影院背面，有人半蹲
马步，搭成人梯，一个个猴子样轻捷地爬上电影
院的高墙。就那样稳稳当当，趴在高墙上开着的
一溜小窗子上，尽力探着身子，极度兴奋地往电
影院前台的银幕上张望，并第一时间把看到的画
面传递给没爬上去的同伴。“ 解放军发起了冲
锋”、“鬼子被撂倒一大片”……少年们叽叽喳喳
争相叫嚷着，沉浸在偷看电影的紧张与欢乐之
中。借助暗夜的微光，我甚至很清楚地看见，他
们冻得通红的脸庞上幸福得无与伦比的笑容。
而我则很失望地被冷落在一旁，十分嫉妒地仰望
着窗子上那些摇头晃脑的黑影，同时很不甘心地
把脑袋紧贴着墙根，竖起耳朵，仔细辨听着电影
院里传出的各种声音。那时最刺激我的，是轰鸣
的枪炮声和嘹亮的军号声。只要听到那些声音，
我就会热血沸腾，仿佛看见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
攻势下，鬼子和一切反动派被打得丢盔弃甲屁滚
尿流，纷纷夹着尾巴逃跑了。

这样偷看电影其实是有风险的，我们常常被
那位有点秃顶担任电影院管理员的中年男子发
现。那个人总是嘶哑着嗓子老远嚎叫着，手中晃
着个自制的三节手电筒，一面高高扬起一根粗木

棍，凶巴巴地扑将过来，粗蛮的身板带起一阵旋
风。这时，大家就发出一阵十分夸张的尖叫，雀
鸟般四散而去。不过在我的记忆中，那根粗木棍
似乎从没真正落在谁的身上。

四散过后，大家又很快聚集到电影院门口。
我们知道电影很快就要散场了，电影院的大门往
往会提前几分钟打开。在那扇焊了铁条的厚大
门推开的一刹那，早已摆好箭步的我们，会一窝
蜂地欢呼着涌进去，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朝电影院
的前台冲去。此时电影院里还没有开灯，黑灯瞎
火的，有人会被电影院里东倒西歪的长条凳绊得
人仰马翻，但谁也顾不得疼。往往是当我们兴冲
冲地冲到前台，占据了有利位置，开始睁大眼睛
盯着那块白色的银幕时，我们看见的却是“剧终”
两个字。银幕上，“剧终”两字由小到大由远及
近，最后定格为一个特写镜头，金光闪闪地占据
着整块银幕。电影结束了，紧接着电影院里的灯
也全亮了，映着少年们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膛。少
年们吐着舌头，有点不甘，有点害羞，你瞧着我，
我瞧着你，乌溜溜的眼珠四处转着，谁也不愿相
信电影真的结束了。

在一种恋恋不舍的心绪中，我们也曾短暂地
眼红过那些生活在镇上的孩子，因为他们可以幸
福地看到一场又一场完整的电影。可是当我们从
拥挤的人群中钻出电影院，迅疾穿过镇西头那段
古老的青石板路，在通往村庄的土路上飞奔起来
时，就早已忘却了那部从剧终开始的电影，全都沉
浸在乡村寂静的黑夜里不知疲倦的奔跑之中。

四野一片静寂。大家在乡村的土路上相互
追逐着，莫名而快活地呼喊着，对这一晚只看了
几眼的电影乱侃一通。而我则遗憾着自己没能
爬上电影院的高墙，没有从那一溜神秘的小窗子
里望见电影，只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电影的声
音，极力想象它的画面、细节和片段。透过头顶
上那片早已昏睡而暗淡的星空，那些彰显着青春
初期少年们躁动与不安的声音，在乡村寂静的黑
夜里传得很远很远……

回想起来，那时候看场电影多么不容易。今
天，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早已是寻常之物，家庭影
院也走进了千家万户，看电影甚至不用专门走进
电影院，只要坐在家里，手中遥控器一摁，就可以
看到喜欢的电影。我的幸福感不禁油然而生。

一群乡村少年的新年电影

爱好音乐的爸妈

父亲和母亲都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学，虽然成才谈不上，但成
长是必然的……

小时候，我们家与别人家最大的区别就是音
乐声不绝于耳。那时候父母经营着小店，生意还
不错，于是我们家成了周围邻居中最早买电视机
的人。那时的电视是黑白的，既是用来看的，更
是用来听的，一到有音乐声响起来的时候，父母
便把声音打得大大的。

为了使听觉效果更佳，更专业，父母买来了
老式的唱片机，那个时候家里一摞摞的那种老式
唱片，什么苏小明、蒋大为的歌曲天天在家萦绕。

上世纪 90 年代初，听说九江街上流行着音
响，忘记了是哪天，只记得很冷，父母白天经营了
一天，晚上不顾疲倦开着三轮摩托车把一家人带
着一起去了街上，购置了一台新音响。记得那天
晚上回来后，我们一家都很兴奋，父母一直循环
播放着有《阿里巴巴》这首歌的磁带到深夜。直
到如今，一想起来“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
快乐的青年……”这样的歌词，似乎还不绝于耳。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黑白电视机不好看了，
父母又决定晚上去九江街上采购一台新彩电回
来。29寸的大彩电到家后，我们一家又是兴奋地
看了一晚上。也许是累着了，看着看着，母亲睡
着了。一首《九月九的酒》唱起来，突然，母亲从
床上爬了起来，搓着眼睛问我们，“这是什么歌，
太好听了，把我听醒了……”这个事情至今还经
常被我们姐弟拿出来嘻逗母亲。

父亲对单纯地听音乐不满足了，后来还入手
了第一把二胡，开始了二胡自学史。我们建议他
拉点流行歌曲，于是家里就多了很多本流行歌曲
乐谱。孙儿们小的时候每次放在他那里住的时
候，他都要进行音乐的“熏陶”，以至于都学会了
唱《心雨》、《轻轻地告诉你》，还有《纤夫的爱》，虽
然唱得都跑了调，但是孩子们开心极了。

智能手机的出现使生活变了样，母亲不再局
限于在电视机前听歌曲。因大音响时间播放长
了会扰民，母亲就用手机连上小音箱，在厨房里
边听歌边做饭，你能感觉到她是笑着把饭做完
的。

三四年前，“全民 K 歌”软件的出现，彻底勾
起了两位老人的音乐情节。母亲从小没读过书，
凭着自己聪明的头脑练习了打算盘、会写数字和
名字，我们已然佩服。为了唱会歌、唱好歌，60岁
的母亲硬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和向父亲的请教，记
下了几十首歌词，唱会了两百多首歌曲。老夫妻
俩一起驰骋在他们的那些老友圈里，成了名符其
实的一对“麦霸”，家里的演唱装备也一步步升
级，有大型可拖动的、有中型可手提的、还有迷你
背包型的，适合各种场合，应有尽有，看得我瞠目
结舌。偶尔家里还会自行举办小型演唱会，父亲
拉着跑调的二胡，母亲唱着喜爱的流行歌曲，气
氛让我们年轻人都羡慕不已。

前几天，母亲对我说，我和你爸都在农村，没
有正式工作，前面交了社保，现在也能领退休金
了。拥有如此美好的生活，真的要感谢国家的繁
荣昌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和你爸
决定近期目标是好好学习唱红歌，而且把唱歌设
备拉出去跟大家一起唱，让大家都来唱红歌，为
国家加油添彩！

她的一番话，让我想起了过去、现在和将来，
久久不能平静……

我把读书的机会叫做书缘，就是人与书之间
的缘分。有缘无缘，缘深缘浅，人各不同。不同的
时代书缘也不同，同一个人、同一个家庭，在不同
的时代会有不同的书缘。我家的书缘经历了从无
到有、代代提升的发展过程，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七十年来，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的发展过程。

我的父母一天学都没上过。我们兄弟四人
中，大哥在旧社会生活了 22 年，二哥在旧社会生
活了 19 年，都没上过学，那时候我家是一个文盲
家庭。我家人上学，是新中国成立后从三哥和我
开始的。经过土地改革分田分地，家里有了余
粮，父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送三哥和我上学。年
龄偏大的三哥读到初一，我读到高中毕业。

我们的儿女们，是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胜利号角长大的，家里虽然收入不高，但平
稳安定，孩子们的书缘自然比我兄弟强，他们多
半读到了高中毕业以上。我的长子还读到了研
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他是全村最早的一名
硕士。

书缘真正好的是我兄弟的孙辈们，他们是改
革开放时期的幸运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收入高了，都愿意首先
把钱用到子女教育上，孙辈中年龄大些的多数人
读到了大学毕业以上，年龄小的正在为考大学而
努力，他们的书缘明显领先于儿辈。

上学是书缘，自学也是书缘，而且是更自觉
的书缘。大哥二哥从来没有上过学，过去的农业
生产也对文化没有太高的要求。实践往往充当
人与书之间的红娘。大哥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
后，二哥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被推选为合作社社
长以后，没有文化就明显不能适应工作实践的需
要。许多革命道理、斗争策略、党的方针政策都
要有一定的文化才能掌握。在组织的关怀和支
持下，他们坚持自学，边工作边读书，不认识的字
就问别人。他们焚膏继晷，字典翻烂了就买新
的。大哥有一次学到深夜 ，走到外面伸伸腰，看
到天已经亮了，就到街上去买早点。走到街上发
现寂静无人，只有一家做面食的开了门。他问老
板有没有馒头卖?老板说我刚起来做面，哪有那
么快？大哥说天都亮了，你怎么刚起来？老板说
现在刚凌晨三点，这是天气晴朗，月光大，离天亮
还早着呢。这时大哥才知道自己潜心读书，忘记
了时间的早晚了。大哥二哥经过勤苦自学，硬是
学到了基本适应工作需要的文化知识。他们坚
持自学，使我们兄弟的书缘远远超过了父辈。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的更新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社会实践对人的文化知
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读书成为人们紧迫的任
务。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推行科教兴国战略，特
别重视公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

全面发展，通过开办电大、夜大、函大、成人高考
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途径，给人们提供接受
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就使得人们边实践、边读书
有了有利有效的机会和形式。我兄弟的几个只
读到高中毕业的子女，全部通过“五大”途径，取
得了大专以上毕业文凭。这样，我家的书缘就
出现了第二次比较。我的三个哥哥因为年龄关
系，都没有参加“五大”学习，只有我自己通过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大专文凭，这使得子女们
的书缘在整体上与我兄弟进一步拉开了距离，
比我们强得多了。父辈强过祖辈，儿辈强过父
辈，孙辈强过儿辈。孙辈们赢在全日制教育上，
他 们 是 实 打 实 地 从 学 校 教 室 里 走 出 来 的 读 书
人。重孙辈年龄大的正在上学，如朝阳般灿烂，
他们肯定会强过孙辈。

我父母名下这个大家庭中的四五十口人，基
本都读到高中毕业以上，多数人获得大专以上文
凭，其中还有一名博士、三名硕士、三名学士。我
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
中的一个。我家书缘的特点是，一代强过一代的
发展趋势非常明显。从一张白纸到书香沁人，从
文盲家庭到硕博皆有，每一步都是随着新中国的
发展而进步的。

如今，我虽然已经须发皆白了，但读书看报
仍然是每天最重要的生活内容。

谒狼牙山五勇士纪念碑（同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