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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专栏 □ 周山

三本书陪伴我四年半

解放后头一趟看电影

舞姿 （摄影） 宋惠仁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北二条竖河
东平高小念书时，一天学校通知，晚上
在本校放映电影《白毛女》，是不收钞
票的，欢迎同学们前来观看。

太阳还没有落山，我就出发了。
一路小跑了四五里，赶在天黑前到了
学校。操场南边竖着的毛竹框上张着
白布，不时有人问，这是什么东西？派
啥用场？还有的问电影是哪能样子
的？问来问去都说勿晓得，看来年初
一吃酒板头一遭的真不少！

忽听得“突突突”的声响，昏暗的
操场一下子亮堂起来，七嘴八舌：“唷，
真亮！”“这是什么灯？从来没有见
过。”自有识货的解惑，口气神色还很
自豪：“这就叫电灯！”那时候不知不识
电灯的多的是，怎不惊奇？

放电影的拿起扩音器，招呼大家
静下来，来了几句开场白，大意谓：马
上要放电影，希望观众们遵守秩序。

放映机“沙沙”转动起来，照明灯
熄灭了。“放了，放了！”全场肃静无
声。先放附加片，都是介绍工农业生
产大好形势的。炼钢出炉，火红钢花
四溅怒放，引起一片“唷——唷”惊叹
声；带着轮子的机器隆隆开过，地土翻
起一“阔轮”，惊叫声又起：“拖拉机！”
有人朗朗上口：“电灯电话，楼上楼
下。碗里鲜咸鸡，地里拖拉机。”那时
候宣传，这就是共产主义幸福生活。

放映正片《白毛女》了，随着情节
展开，男女老少一眼不眨地盯着银幕，
屏幕里外喜怒哀乐互动不断，情景感
人，至今难忘——

当杨白劳被逼在喜儿的卖身契上
画押后，痛不欲生喝盐卤自尽，临死前
脱下破棉袄盖在睡着的喜儿身上时，
前后左右传来了唏嘘声。

当黄世仁蹑手蹑脚逼近喜儿时，
观众担心又焦急：“当心，坏人来了！”
看到喜儿遭黄世仁强暴，按捺不住大
骂：“猪头三！”“杀千刀！”

当大春提着枪追赶白毛仙姑时，
急坏了观众，有的招呼喜儿：“拗逃拗
逃，自家人呀！”有的提醒大春：“拗要
开枪，自家娘子呀！”当两人终于在洞
中相逢，喜儿激动昏倒，大春抢上前去
一把托住。观众喜形于色：“好了好
了，夫妻俩碰着了！”当开大会公审黄
世仁及狗腿子穆仁智时，戏里戏外同
样群情激愤：“枪毙脱伊！”“杀脱伊！”

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正看得起劲
时，幕布上没了画面，也听不到声音
了，一片“花里斑斓”。立时嘈杂声四
起：“机器坏脱了！”“唉，看勒勿煞勿
念！”放映员连忙解释：“大家不要乱，
这是换片，一歇息就好。”果然，他熟练
地拨弄几下，人像、声音又出现了。

电影放完，观众四散离场，边走边
忆话戏里的情节，指手画脚，高谈阔
论，气氛热烈。我紧跟着同路人走，他
们快我也快，他们慢我也慢。也与他
们一道“大春、喜儿”或“黄世仁、穆仁
智”地谈论着，意犹未尽。

尽管已经过了很多年，但这第一
次看电影的场景还深深印在脑海中。
之后，得知哪里有放电影，再远也不愿
错过。

十 年 寒 窗 ，读 书 成 了 生 命 的 需
要。农活再忙再累，总有忙里偷闲的
时间；尤其是阴雨连绵的黄梅天、大
雨滂沱的雷雨天，书本无疑是填补精
神空虚的最好工具。天一黑，在没有
电灯、更没有电视机的农村，书本便
是漫漫长夜里的良师益友。可是，我
这个世代务农的家庭里，哪来可供我
阅读的书本？

有一天，我在“老五”家里看到一
本很大很厚的书，是他的父亲从香港
买回来的《辞海》缩印本，翻开一看，
纸很薄、字很小，且是文言体。我便
将它借回家，每天晚上入睡之前，就
着煤油灯，逐页阅读感兴趣的词条。
字小、灯暗，对于本来就有三百度近
视的我，颇为吃力。幸而第二年家里
通了电灯，灯光有了根本性改善，不
再有夜间阅读会加深近视之虑。从
有选择地阅读《辞海》词条中不断地
扩大着我的知识面和文化视野。我
最感兴趣的是文史类知识，可惜词条
提供的许多书目，我从未读过，也无
从借阅。所以，大部分有兴趣的词条
却无法深入理解，只能用“浮光掠影”
来形容我当时的阅读状态。尽管如
此，这本《辞海》还是给了我很大帮
助。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我成了生产
大队的党支部委员，其他几个书记、
委员，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那个年
代，党内路线斗争频繁，中央的“红头
文件”特多，其中有不少历史典故类
的内容，宣读“中央文件”便自然地落
到我的头上。一拿到“红头文件”，我
就先浏览一遍，将不了解的典故文字

记下来，赶快打开《辞海》查找答案。
这样，我在大队党员会议上、在各生产
队的社员大会上宣读、解释“红头文
件”时，听的人都很满意。老支书也很
惊奇：“公社里宣读‘红头文件’，也有
一些典故没讲清楚，你怎么都知道？”

这本《辞海》，从一九六九年春到
一九七三年夏的整整四年半时间里，
始终放在我睡的架子床旁边的那张
小木桌上，成为陪我时间最长的伴
侣，直至接到了上大学的通知，才将
它还给“老五”。此时，原本的新书，
已成了旧书。

回乡的第二年，我发现镇上的新
华书店里有一本厚度盈寸的新书，书
名《农村医疗卫生手册》。我打开书
本翻了一下，发现都是很基础很实用
的医疗知识，便毫不犹豫买了一本回
家。这是一本针对农村中的各类常
见病、传染病、农村劳动中容易造成
的损伤等情况，以及预防、救治等技
术方法，综合编写的通俗读本。全书
共有五百多页，可见内容之丰富。对
于一个读过十年书的人，阅读这本书
不存在任何困难。而一旦对这本书
中的内容有了基本的了解，也就有了
如何应对农村中的常见疾病和劳动
损伤的基本办法。

在书籍匮乏的年代，一旦买了新
书，总是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它读
完。《农村医疗卫生手册》不像文艺书
那样有情节有思想，很快就能读完。
我花了大约半年时间，总算读了一
遍，而其中的许多内容，还须经常、反
复地阅读、理解。尽管如此，这些知

识只是书本知识；即便读懂，也只是
知道了一个“理”而已。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诞生了
一个新名词：“赤脚医生”。我所在的
生产大队，也先后挑选培养了两名赤
脚医生，都是姑娘，都是小学文化，其
中一个是我的堂表姐，另一个是我妹
妹的同学。在老支书的眼里，一是姑
娘比较适合当赤脚医生，二是学历高
的青年还会有更好的出路。所以，大
队里的五六位高中毕业的男青年都
未被列入候选人。我是大队干部，自
然更不好意思跟两位姑娘争当赤脚
医生了。

尽管如此，《农村医疗卫生手册》
仍然是我经常翻阅的书，书里面的那
些知识，我应该了解。这一想法，源
自我读初小的那位学校创始人张建
贤老人。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
创办了一所“鹤周小学”，自任校长，
兼教语文、美术课。同时，他还通晓
中医，附近村民有疾病，都会找他号
脉、开药方。远近村民见到他，一声

“张先生”，饱含着敬重、感谢。在农
村，读书人不应受社会分工的局限，
只要是有用的知识，都能为社会服
务。也是跨入七十年代的第一年，公
社办了一个图书馆，我的一位把兄弟
每天晚上都在图书馆担任义务管理
员。得到信息，我第一时间便去那里
挑选书，把范文澜著的四册《中国通
史》借回了家。

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历史。读
初三时，我画的一张中国历史图表，
曾被历史老师用图钉钉在一块小黑

板上，在初三年级的四个班级轮回展
示 。 但 是 ，当 我 翻 阅 四 册《中 国 通
史》，才明白初中读的中国历史，只是
皮毛。中国历史除了王朝的更迭，更
主要的是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读
懂历史，关键不在记住王朝的更迭，
而在读懂文化的发展。然而，在那个
时期，凡是范文澜先生扼要叙述的文
化典籍，我都没有读过；有许多典籍
名目，还是第一次知道。《中国通史》
从第一册至第四册，通读了一遍，感
觉历史的深邃，并非以前想象的那么
简单明了。通读之后，我又专拣文化
史的内容再细读，总有一种一知半解
的感觉。

范 先 生 的 文 字 表 达 ，尤 令 我 钦
佩。第四册的最后一段话，范先生的
精彩譬喻，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
象。他以辉煌灿烂的唐文化说事，第
一个喻：“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
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
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
第二个譬喻更精彩：“文化输出国不
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
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
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
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
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
人的呢！”

范文澜先生以这两个譬喻，结束
了他的《中国通史》。三十年之后，我
致力于以类比推理为重心的中国传
统思维方式研究，是否因为范先生的
这两个精彩譬喻，不知不觉间在我心
底扎下的根？

往事悠悠

□ 陆茂清

地平线
鸟儿翅膀飞不到的地方
人的眼睛能穿越
啊！地平线
爱人的脚步正朝我走来

中国地图
站在中国地图前
我想象中的那只雄鸡
正走进我的体内
那顶高举的血红鸡冠
坚定了我的信仰
那炯炯如炬的眼睛
删除了我狭隘和短视
那张尖锐的喙
啄去我的犹豫与怯懦
还有她的翅膀、尾巴、坚爪
无一不让我变得
更自信更有神采
我想，一年 360天
如果天天能在
中国地图前站一站
想象一下
那么祖国成长
我也跟着成长

尘土
尘对尘
一张张满脸灰土
有人想超脱，有人想清洗
哪知泥做的身
越洗越黑

诗韵悠悠

诗歌三首
□ 茅俭

那些年，我们一起种的树

□ 崔立

桃英缤纷 （国画） 陈其荣

纸短情长 （篆刻） 刘畅

那一年，我还有半年即将毕业。
就业压力很严峻，父亲帮我找了一份
活，在一家绿化公司做技术员，试用期
3个月，一个月 600块，没休息天。

父亲把我送到了那里，一个离家
挺远的地方。父亲的身体不是很好，
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了。父亲给那
里的负责人递着烟，说，拜托你们了。
负责人笑笑，说，没事。

我留下了。住的是一个大院子，
一栋很大的别墅，我睡在别墅旁左侧
的一间平房内。那一晚，我没睡着。
一熄灯，蚊子就出来了，不停地咬我。
忘记买蚊香了，只能开灯。我不习惯
在灯光下睡觉。迷迷糊糊的，一直是
在半睡半醒之间，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第一天是除草。我一个人蹲在院
子里的一块大草坪上，除去里面的杂
草。没多久，脚就酸了。好不容易把
上午撑完。吃完午饭，都没休息，又出
工了。我除了三天的草，天天都是大

太阳。我整个人，晒得像个黑泥鳅。
后一天，是老板亲自点的名，让我

和另两个年轻同事，一起去工地挖香
樟树穴。我们三个人，背着锹，戴着草
帽，坐着车，去了那里。我们开始挖树
穴，各挖各的。一锹一锹的土，从坑里
甩出来，真别提有多累了。因为离别
墅远，午饭要自己解决的。我们在路
边的摊位上，要了 3 个盒饭。大太阳
下，席地而坐，吃得还挺香。

最苦最累的，还不算是这个。
那一次，工程刚刚上马。送树苗

的车要凌晨 2 点到，老板把所有人都
给召集上，晚上突击干活。送苗车还
没到，我们在公司的小巴车上睡一
会。然后，我就被叫醒了，说，树苗来
了，赶紧起来！我睁开眼，不远处的灯
光下，停了好几辆苗车。这一忙就到
了天亮。好不容易忙完了，老板又对
我说，你留下来，把水给浇一下。

干了一个多月，爸妈说要来看我。

等到的是跌跌撞撞，由父亲扶着的母
亲。父亲说，你妈她看路没注意，刚才
差点让车给撞了。我刚想说什么，母亲
看着我，却是一脸的心疼，说，黑了，又
瘦了。我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后来我搬出了别墅的小院子。老
板在别墅旁，又建了两排平房，我住进
了其中的一间。那里没什么人，就我
和另 2 个年轻同事。他们家住的近，
有时下午就回家了。晚上，我一个人
就挺无聊，也没电视，连水也没有。我
去旁边的小卖部，买冷饮，买饮料。还
记得，那时的小瓶雪碧，要 3块钱。我
买了一瓶，没几口就喝完了。不敢再
去买了，钱花起来太快，我辛苦一天，
就赚 20 块。去掉一天 5 块的伙食费，
真没剩几个钱了。

我想起了爸妈。我还是咬紧了牙
关坚持下来。

而今，我已经离开那家公司，找到
了更好的工作，还有了更好的待遇。
我不用再为 3 块钱一瓶的雪碧而去纠
结了。

但有时想想，我还挺怀念那时种
树的时光。因为，只有尝遍了苦，才能
真正体会到幸福和快乐的意义。

心香一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