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牟进军

离世近30年的老爹生于
1931年，因先天耳背，故一天学
未上。打记事起，老娘就跟我
说：“你爹不识字，但人很悟灵，
只要见来村搞修理的人，就紧
盯不舍，而且总会看出门道来。
到他19岁我们成家时，已是十
里八乡小有名气的修理工匠
了” 。

有了修理天赋与技能，却
苦于没有工具，老爹便在节衣
缩食上用劲。不到一年时间，就
置办了锤头、钳子、铁锉、烙铁、
活扳子、铁剪子、螺丝刀……再
后来，勤快能干的老爹如鱼得
水，布兜渐渐鼓了起来。于是，
就自作主张花147元买了全村
第一辆自行车，得以便捷地四
处施展手艺。凭老爹一己之力，
原本一贫如洗的家境逐步殷实
了起来。

受雷锋精神鼓舞，从善如
流的老爹思 想 境 界 陡 然 提
升——— 凭手艺无偿为人民服
务。于是，不到40㎡的庭院就
成了不挂牌的服务站。家里最
热闹的行当要属理发，几乎天
天都有排队等候者。上世纪70
年代初，老爹用的还是两手并
用的木柄推子，后来换成钢质
单手推子，但不管哪一款，每

天不停地磨损都钝得快，老爹
干脆练就自磨刀片功夫，那精
湛的手法即使现在也没几个
人玩得转。再就是无休止的修
理活计，早、中、晚饭前、饭后，
只要不巡山(老爹为全村唯一
护林员)，他似乎总是埋头于没
完没了的义务劳作中，而且一
向是来而不拒。在那个年代，
我们兄妹4人想吃块糖是很困
难的，老爹却为自己的善行而
乐此不疲、执着忘我。“烧包”
(土语：有显摆、逞能之意)！是
老娘责怪老爹常挂嘴边的两
个字，甭说工夫不计钱，单讲
折断的钢锯条、磨损的气筒活
塞、丢失更新的工具等，每年
不知要倒贴多少钱。有年初
冬，老爹被外村请去编苹果筐
半月没回家，错过大白菜窖藏
时间，结果一冬天全家人只得
吃烂菜帮子。来年秋，也是忙
于为他人服务，家里没备烧
草，老爹就花5元钱从大队仓
库买回一大堆部队拉练时铺
陈的、谁都不愿烧的麦秸草，
结果老妈用于做饭时一枚遗
落其中的雷管爆炸了，当时整
个炉灶和铁锅面目全非，老妈
也受到极度惊吓。这种发生在
老爹身上的“糗事”，在老妈和
我们记忆中不胜枚举。“3天一
小吵，5天一大吵。”这是老爹

在世时，爹娘关系留给我的深
刻印象。用老娘的话说：“你爹
有手艺、有能耐做好事我不反
对，但总不能让老婆孩子跟着
喝西北风吧！”

老爹编织手艺堪称一绝，
村里用的、市场摆的、我所见的
筐篓篮囤，那结实、精美程度几
乎无人能出其右。尤其所编的
黄芪篓子，亲戚朋友逢年过节
拐着串门脸上都有光。老爹编
出的苹果筐，曾作为优质品在
乡里展览，并为此在本村和邻
村培养了几十名徒弟。

俗话说：“木匠的孩子会刻
钻 (楔子 )，铁匠的孩子会打
蛋。”在老爹耳濡目染下，读初
中时，我就为不少邻村同学修
过挂锁、手电，并学会给同学理
发，直到上高中、进部队，这门
手艺也没撂下，儿子现已26岁，
自生下来就没进过理发店。加
之在部队学过枪炮修理，我成
家后也和老爹一样置全了实用
工具，并常常为他人服务。结婚
头些年我和妻子都是骑车族，
车辆换件、正圈、补胎等我都亲
力亲为。

遇事先想他人后想自己，
终生以服务他人为快乐。如果
有家风传承的话，我想这就是
手艺老爹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
富吧！

老老爹爹的的手手艺艺

范雅琳

每年回老家最喜欢去的地
方就是小区西面几百米外的河
堤了。

初秋的早晨，刚下过雨，空
气里弥漫着雨后的清新和一丝
丝的凉意。我急不可耐地向河
堤奔去，去看一看那久违的河
堤。

河堤上是一条几百米长的
林荫小路，幽静狭长，两边草木
枝叶茂盛，郁郁葱葱。洋槐、桂
树、紫荆还有那些不知名的有
粗有细、高高低低的树木，各自
摇曳着吐露着夏末独有的树叶
的味道。炙烤了一夏天的树叶，
绿中泛上了一丝不起眼的黄，
远看是看不出来的。树枝也垂
了下来，就像女人一到中年便
一齐松懈下来，往下堆摊的肉。
只有那几棵讨人喜爱的桂树昂
首挺胸，油绿绿的叶子支棱着，
欣喜的等待着属于它的金秋。
记得去年的十月，河堤上桂花
正开。那盛开的金桂香飘十里，
惹人醉。鹅黄一树，暗自流芳，
清雅脱俗，沁人心脾。颤悠的枝
头上，散发着唐诗宋词般婉约
的幽香。那似若有若无的暗香，
如缕缕轻烟，熏染着河堤的美
丽，也深深留在了游子的心里。

树下的花草像刚睡醒的婴
儿，伸着懒腰仰着脸笑着，享受
着雨露的滋养，清晨的朝阳。三
三两两散步的人，悠闲自在，陶
醉其中。

下了河堤的台阶，便热闹
起来。新建的两个篮球场，红色
的塑胶地在阳光里格外的耀眼
醒目，小小的篮球在球网里穿
梭着，摇晃着，充满了动感和活
力。更热闹的要属两个球场中
间的小广场了。小小的广场上
挤满了跳舞的人们。曼妙的舞
姿在舞曲里缠绵，悠扬的舞曲
飘扬在广场的上空，久久的激

荡着，宁静的河堤突然有了热
闹和生气。几个耄耋的银发老
人坐在广场一角的小亭子里，
微笑着看着，一脸的安详。

继续下河堤往河边走去，
只见小河被白色石柱做成的栏
杆围了起来，围栏外有一条用
沥青铺成的下路，供人行走。倚
着石栏俯身望去，几米宽的小
河，流水潺潺，清澈见底。河面
被微风吹皱着，河堤上悠扬的
音乐断断续续地飘在河面上，
泛起阵阵涟漪。河边的几棵垂
柳，深绿色的细叶纹理有些生
硬突显，不似往日的润绿，不禁
心生叹息：时光啊，总是匆匆而
走，就似眼前不断流淌的河水，
不留一丝情意。柳枝使劲地朝
河边倾斜着，摇曳着，极力伸出
长长的手臂想跨过石栏去触摸
那润滑的清水碧波，真是一寸
相思千万绪。曾经的绵绵情义
千种风情，便纵有，更与何人
说。此去经年，只待回春。

树上的小鸟浑然不知杨柳
的心事，依旧从这枝飞到那枝，
唧唧喳喳地叫着。柳树郁闷着
却怒不能言，真是可怜。几座小
石桥把两岸的河堤相连，对面
的河堤一样的美丽。石栏、柳
树、小桥倒映在水中摇晃着时
隐时现，勾勒出河堤的早晨，是

如此的祥和美丽……
据说类似的河堤在水系发

达的家乡有十几座。到了夜晚，
每座形状不同的小桥上霓虹灯
都会不停地变幻闪烁。倒映在
水里，那水波也被染成了五颜
六色，风姿绰约，流光溢彩，愈
远愈艳，无不透着如诗般的美
丽。像极了秦淮河的夜，只是没
有桨影和从船舫里传出的歌
声……

沿着河堤随小河东去，一处
荷塘便出现在眼前，清澈的水面
上铺满了碧翠欲滴的荷叶。绿叶
丛中，一枝枝高挺的荷花亭亭玉
立。粉的白的红的，散发着馥郁
的香气，微风拂过，沁人心脾。有
些荷花与塘边柔韧的蒲苇相连，
随风摇曳，别有一番情趣。还有
一只小船停泊在水中。让人不禁
想起白居易的《采莲曲》“菱叶萦
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近
处水塘里已经有些败黄的叶子，
一只枯荷鹤立枝头，在层层叠叠
的碧荷中格外引人注目。一缕秋
意已晕染荷塘。

美丽的城市因水而更加
的美丽。漫步河堤，心旷神怡，
微风吹过，一丝秋意掠上心
头。走出河堤，路边的知了突
然响起。哦，初秋的炎热还将
继续……

秋秋意意上上河河堤堤

刘宗俊

露天电影，对现在身处
网络时代的孩子来说无疑
是很好奇的事，家里电视有
电影频道，智能手机随时随
地可以畅快淋漓地下载观
赏大片，多功能影院可以舒
适地看 震 撼 逼 真的 3 D大
片，何苦费事巴力冬冷夏热
地抻着脖子到外面看那黑
白电影呢？但是看露天电
影，却是我童年时代乐此不
疲的一件幸事，伴我度过了
儿时的一段快乐时光，填补
了我童年因文化娱乐匮乏
而显得单调冗长的夏夜时
光。

那时候的露天电影条
件很简陋，村中心的一块空
地上竖起两根杆子，一块四
方四正的白色幕布一扯，两
个大音箱在杆子上挂起来，
不用招呼，立马就会引来许
多围观的人。更多的是瞧热
闹的孩子，叽叽喳喳地围着
放映员，一遍遍地问“黑天
放什么电影？”“电影好不好
看？”这要看放映员的心情
好赖，心情好的时候，会呵
呵笑着耐心解答，要是恰巧
赶上他心情不顺的时候，常
常大嗓门一吼，大手一挥，
刚才还聚拢在一起的孩子
们像受惊的小鸟般地呼啦
啦散去。

天还没暗下来，电影还
没放映，场地上已经来了很
多人。得到消息的人家早早
地吃罢了晚饭，搀着老人领
着孩子，孩子手里拎着马扎
板凳来占好位置。手里摇着
蒲扇，嘴里聊着家长里短，
眼睛却随着在场地里疯跑
的孩子转。

吃完派饭的放映员，放
映前忙乎着倒片，做着放映
前最后的准备。这时再看场
地四周，已经或站或坐地挤
满了人。放电影之前，村长
一般会借机广播个公社或
村里的重要通知，往往话还
没开始，下面的小孩就开始
起哄，嘴里嚷嚷着：“知道
了，知道了，快放电影！”

终于，村长讲完了，电
影就要开始了，首先电影投
放镜头调节银幕比例，这时
候很多孩子就会站起来，跑
到银幕前比画手影，孩子们
比画的手影，有的像小鸟，
有的像小狗，更多的站起来
胡乱挥动双手。

随着胶片开始滚动，放
映就开始了。电影故事片开
始前，一般放加演片，加演
片不外乎纪录片和科普教
育片两种。孩童对加演片一
般都兴致不高，不时有人在
跑动。故事片正式放映后，
场上瞬间就安静下来了，如
果银幕上开头出现的是“八
一电影制片厂”，场上就会
有“不错啊，是战争片！”的
吆喝声传来，大家也都跟着
兴奋起来；要是出现“峨眉
电影制片厂”，就有人大嗓
门地喊：“肯定是武打片，带
劲啊！”大多数人都被带进
了故事情节里，津津有味地
看着，来晚的人，在外面喊
替他占地方的人。那人听到
了就站起来招手，后面被挡

住的人就不耐烦地吆喝起
来，大家总要吵吵几句，等
外面的人挤进来坐下，大家
才闭上嘴，继续津津有味地
看电影了。

遇到放好片，看电影的
人太多，实在挤不进来，有
人就绕到幕后看反影。除了
字是反着的，故事情节倒一
点也不耽误。

两个多小时的放映时
间，有孩子挤出去撒尿，再
哭喊着找不到原来的地方；
有渴了回家喝水的；有看的
打盹提前离场的；总之放电
影的过程中很少有从头到
尾安安静静的时候。到最后
电影反映结束，片尾曲响
起，字幕出现时，场上就会
骚动起来，大声喊孩子乳名
的，谁的东西掉了找不到
的，一时间又是一通嘈嘈杂
杂，人声鼎沸。

待人走得差不多了，必
定会有人打着手电来找孩
子的鞋子，或是回来找忘了
拿的板凳。这时候放映员也
基本收拾完了放映工具，准
备回家，他们一般都是县电
影公司或公社文化站的人，
巡回到各村放映。也别说，
那阵，放映员在我们小孩子
眼里可是个美差，甚至有的
小伙伴立志将来也要风风
光光地当个想看电影近水
楼台的电影放映员。

散场后几个小伙伴一
起结伴回家，路上一定兴冲
冲地讨论电影的人物，尤其
是看了武打片，一定会模仿
里面的英雄舞枪弄棒一番。
要是放了战争片，就会异口
同声地夸赞片中英雄是多
么英勇无畏，机智勇敢，哪
个坏蛋是多么狠毒多么可
恨，说着说着，话锋一转，必
定会把某个小伙伴说成坏
蛋，不免又是一番追逐打
闹。

看了好的电影，往往回
家也兴奋得睡不着觉，梦中
全是电影里的镜头，辗转反
侧地睡不着觉。遇到英雄偶
像不幸牺牲，又不免长吁短
叹，被窝里的拳头也是握得
紧紧的。

结伴到邻村看电影，回
来时要经过一片苹果园，苹
果园里有几个坟头，有的坟
头由于年久塌陷了一块，每
每走到那里，总要用电影里
的战斗英雄和武打高手为
自己壮胆。往往是不知谁一
句“鬼来了！”的恶作剧，吓
得大家狼狈地一路飞奔回
家，到家了，插上了门，心里
跟打鼓似的怦怦直跳，心里
在不断地奚落自己是个十
足的胆小鬼，英雄电影算是
彻底白看了！

这些经历成了我孩提
时代不可磨灭的回忆，每每
忆起，让人感叹岁月的变
迁，生活的美好。露天电影
是一扇窗，让囿于村里的人
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那
时候，除了收音机，我们对
历史、政治、文化的了解基
本就靠电影了。一部电影，
缓解了人们多少白日辛苦
劳作的疲惫，给孩子们原本
单调枯燥的生活带来多少
开心爽朗的微笑。

露露天天电电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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