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宪

在我们北方，时至秋冬，太阳
的光照日渐减弱，树叶的光合作用
也日渐减弱，树叶逐渐变黄枯萎直
至落地也变成了自然。绿化越好的
地方落叶越多。

在我居住的小城里，绿化还
是上乘的。每年的夏季树木枝叶
繁茂，遮天蔽日，在人行路上行走
深感惬意！每年的深秋落叶天天
堆积得一岭岭的，环卫工人都打
扫不迭。每当这时就引发我的深
思：把这么多的树叶沤渍成有机
肥该有多好啊！农田太需要有机
肥了。有机肥养田肥田，农产品的
质量也好。农田连年施用化肥会
导致土壤板结，破坏了土壤的结
构，产出的农产品质量也较差。每
到这当儿我总想问问拉垃圾的工
人：这么多的树叶与生活垃圾混
在一起装车，到了垃圾场是怎么
分类处理的？看他们装车又忙又
累，我一直没有好意思打搅他们。
大量的树木落叶着实是一种资
源，万万不能浪费：落叶不是无情
物，化作污泥更肥田。

落叶深思之二，我记得建国
前两三年，每到深秋初冬，农村的
大人和儿童都到野外拾柴火，以
备做饭烧锅之用。家家户户街门
前都有个草垛，院子里有个草棚
盛草用。当今看到马路两侧堆积
的落叶我便遐想：要是六十多年
前农村的野外能有这么多的落叶
该多么带劲啊！

1948年左右，我十二三岁时，
跟本村一个大我四五岁的邻居哥
哥到山里去拾草。拾草的人漫山遍
野，谁都很难满载而归。记得我那
个村哥把划拉成草堆的草装到装
篓里后，又把剩下的草沫沫用手捧
起来，随风扬一下，把飘出来的大
草沫沫用竹耙搂成堆装到装篓里。
有时他看我的草筐不满，还送给我
一些草，每当这时候我心里都很高
兴。

前些年我到烟台见了那位村
哥，说起我们小时候拾草的那些
事，他笑着说：“我们都经历过艰苦
的生活，现在的生活多么好！农村
也用上了液化气，没有人再像我们
那个年代满山遍野去拾草的。”是
的，我们这个小城市城区居民现在
都用上管道天然气了。

落叶，再见！我热情地等待你
的新生，明年春天里再会！

落叶的深思

记记忆忆中中的的龙龙口口老老电电影影院院

日日月月如如““梭梭””
景黎明

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 ,在
没有塑料购物袋之前，我们
是拿什么装买回来的蔬菜、
水果、水产品的吗？绝大多数
人用的是手工织成的鱼线网
兜。网兜有几大优势：一是便
于携带，平常可以折叠多下
揣在衣服口袋里，需要时马
上掏出来。二是便于清洗，晾
干。三是结实耐用，一个网兜
可以用几年。当时网兜的样
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单
股鱼线钩成的带有色彩图案
的圆形或长方形小包，拿在
手里 简 直 就是精 美 的 工 艺
品；有用粗鱼线织成的大网
眼的带把兜子，没什么审美
价值，就是为了装东西。

上世纪70年代，我家非常
需要一个买菜用的网兜，当时
鱼线土产店有卖的，可是织网
兜的梭子没地方买。一个邻居

知道后跟我母亲说：“在市府
街上，有一个老太太卖，她住
的窗前挂着一个梭子。”我们
听了很好奇，因为我们也住在
市府街，怎么平常一点也没注
意。星期天，母亲领着我去找，
在市府街的东部，一个理发店
的对面，果然看见一栋二层楼
的一楼临街窗户里挂着一个
梭子，窗户朝北，里面很暗。我
们进楼后，发现里面是复合结
构，楼里的光线不是很亮，我
们走进了在楼西北面的挂梭
子房间，里面一间屋，十平方
米左右，一扇窗户，太阳很难
照进去。屋里的老太太七十岁
左右，小脚，挺白净的，举止文
雅，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她拿
出自己制作的好几种规格不
同的梭子让我们挑，并且推荐
了她认为合适的一种，她还拿
起放在桌子上一个养鱼的玻
璃瓶给我们看。瓶口用的是她
自己织的孔眼很小的网盖，精

致的手工确实让人佩服，看得
出是一位心灵手巧之人。

接着老太太就热心教我
们怎样织，织网兜需要一个控
制网眼大小的东西，每织一扣
鱼线先绕上，再抽出。我们没
织过网兜，事先也没准备，老
太太又从抽屉里找出一段光
滑竹片给我们用，教的过程
中，母亲因为我学得慢，批评
了我几句，老太太善解人意地
打着圆场，微笑地说了一句当
时很时尚的话：这都是祖国的
花朵啊！交谈中，老太太说，这
栋二层楼本来是她家的，后来
归了政府，她没有子女，每个
月政府给她生活费。如果我没
记错，好像是八元钱。当她知
道我们住在市府街的地址后，
说她的侄子也住在那里，当时
我们住的地方，有三层院，几
十户人家，俗称“市府大院”，
里面确实有这户人家。她说她
侄子从参加工作到结婚，有困

难没少找她这个姑姑，临结婚
了需要脸盆，也来跟她说，可
是后来她侄子成家立业后，跟
她来往得越来越少了。老太太
还说楼上有家人不错，男的帮
她安上了有线广播，可以减少
一些寂寞。看着老太太栖身的
不朝阳的房间，听着她和妈妈
的交谈，我当时虽然十二三
岁，内心也深感震动，解放前
能在烟台街上盖得起楼的人
家，家境一定很不错，老太太
当年想必也是风光的太太、少
奶奶，人的一生怎么变化这么
大，难道这就是无法掌握的命
运吗？出来的时候，妈妈除了
买梭子钱以外，又加了点钱，
放在老太太的桌子上。

从那以后，经过老太太的
窗前，我都有意无意地看看窗
户，我知道梭子在人就在。终于
有一天，窗户里面挂的梭子不
见了。

真是日月如梭，人生如戏。

慕然

随着城市的发展，曾是老
黄县唯一娱乐场所的人民电
影院已经从我们视线中消失
多年。曾经的地标建筑，更承
载了人们对于旧城市的记忆。

看电影是那个年代最主
要的娱乐项目，当时的人民电
影院有着传统礼堂式的宽高
大气的外观，面西坐东，西高
(十几级高台阶 )东低 (后旁门
与路平 )，门前是十几级高台
阶，正面为“凸”字结构，苍劲
的“人民电影院”五个大字在
正中最高处，下方偏外则是暗
红色长八角形木窗，略有古色
古香的感觉。再往下方是巨幅
电影宣传海报，全部是水粉人
工手绘，每隔一段时间便更新
一次，大街上，比任何商业广
告都吸引人。正门前立着写着
当日影讯和明日放映预告的
广告牌。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
电影院的极盛期，售票口的小
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当日影讯。
一扇小小的窗口，一只手伸出
来递出票，小小的电影票，两
枚邮票般大小，有时是红的，
有时是绿的。当时可以说是一
票难求，售票处经常排起长
队。放映大厅里是上千个木质
座椅，经常人满为患，散场后
人们从后门出去，前门又聚满
了入场的人。在影院工作是个
很“露脸”的职业，街坊四邻，
亲朋好友，人托人脸托脸的能

“操持”到一两张电影票，那是
个好大的人情。

每张票可以看两部电影，
正式节目开始前有一段短纪
录片或动画片，我们称它为

“加映”。第一部电影结束时银
幕上会打出“休息五分钟”的
幻灯字幕。休息时门厅那个小
卖部门前人声鼎沸，汽水、可
乐、雪糕、糖葫芦都是我喜欢
的东西。在那里我第一次吃到
雪人雪糕，也是黄县城为数不
多的可以吃到当时属于新潮
奢侈品冰激凌的地方。

人民电影院还自办“电影
小报”，主要介绍新上映电影的
内容以及电影明星的最新动
态，并由印刷厂印刷，在售票窗
口出售。只有蓝色和红色油墨
印成的小报虽然版面简单，但
在娱乐新闻报道相对闭塞的年
代销量可观。

1990年前后，老电影院进
行过一次大规模装修改造，门
脸是一面由铝合金板材衬托的
茶色有机玻璃幕墙，上镶嵌着
金黄色的“人民电影院”五个大
字。门厅有垂落的豪华金色装
饰吊灯，四周墙壁挂着马丽莲·

梦露的大幅黑白照片，放映厅
内围墙采用白色防火泡沫砖，
下半部分包以木质围墙，小星
灯的天花板。木质座椅变成了
软沙发长椅，并且后排配有当
时前卫的“鸳鸯座”。挂在长长
的绳索上垂在头顶的风扇不见
了，装上了空调，这也是全市第
一个安装中央空调的场所。音
响和放映效果也较之前大大提
高，夜晚门前探照彩灯射出的
灯光使整个电影院更加富丽堂
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夜市
经济蓬勃兴起，街头卡拉OK随
处可见。人民电影院也努力寻
求新发展模式，举办过“消夏电
影晚会”。凭借音响舞台的优
势，在放映厅大银幕前台支起
了卡拉OK机，聘请了专业主持
人，面对众多台下观众，歌唱爱
好者一展歌喉，过了一把“大明
星”的瘾。观众欣赏完山寨晚会
后再欣赏电影大片。在没有
KTV的年代，这种模式炙手可
热，各地影院纷纷前来观摩效
仿，随着其他娱乐方式的兴起，

“电影晚会”犹如昙花一现，仅
仅两年，便消失在我们的视线
中了。

电影院里的电影给多少人
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回忆，《百变
神偷》《神鞭》《瞧这一家子》《黑
三角》《戈壁恩仇录》《关东女
侠》《京都球侠》《淘金王》，还有
众多印度电影……有多少人的
恋爱季节在这里度过，多少对
恋人从这里相爱结为伴侣，多
少个家庭在这里感受夫妻的恩

爱、父母子女的天伦之乐，多少
朋友、同学从这里加深、联结友
谊……

90年代中后期，港台及好
莱坞大片开始大量引进，如施
瓦辛格的《真实的谎言》《过关
斩将》，李连杰的《狮王争霸》，
成龙的《红番区》等等。也正是
这时盗版开始猖獗，老式电影
院已明显走下坡路，1 9 9 8年

《泰坦尼克号》在国内上映，赚
足了眼泪和金钱的同时，似乎
也让惨淡的电影业看到了一
丝曙光。然而这之后，老式的
人民电影院的票房就开始随
着这艘巨轮一起下沉，从此一
蹶不起。虽然本世纪初《英雄》

《十面埋伏》等大片频频来袭
也未能挽回老式影院衰落的
脚步。

因为胶片电影拷贝片源奇
缺，一部完整电影拷贝来到烟
台后，各县电影院都要放映，往

往是这个县影院放映完了的胶
片拷贝，通过长途客车发往其
他县，经常看到电影院的人骑
着自行车到车站“跑片”。

2007年前后，人民电影院
又一次大规模改造，一楼成为
动漫游艺城，二楼是豪华数码
电影厅，采用先进的数码放映
设备，片源与放映质量大大改
观，从此人民电影院胶片电影
的放映落下帷幕。

斗转星移，光阴似箭，当初
带给我们无限快乐影响着数代
人的人民电影院随着城市建设
彻底拆除，声光影的记忆戛然
而止。之后更适合当代人口味
的豪华现代化影城一座接着一
座在龙口大地出现。那些曾经
熟悉的东西，倏然间就消逝得
剩不下一点痕迹，只能靠着记
忆来回味。若干年后，对于这座
城市，不知我们还能留住些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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