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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爷爷奶奶赶集场

·

蜂
花

■杨恒金

农历三月二十八，是我老家杨桥 一看。春江湖是人工湖，湖面宽阔，多 湖是我们沿江开发区非常漂亮的一 装鞋帽、桌椅板凳、气球玩具、食品小
的“集场”。这个集场由旧时庙会演变 景点缀，气势非凡。因工程尚未竣工， 个景点，我们再看一看如何？”祝大哥 吃……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在不太
而来，我也说不清有多少年了。现在 工人们正在修筑道路，我们只在湖的 又发出倡议。大家一致赞同。
宽的河堤道路上，挤满了买卖的人
的集场，实际就是以农用物资为主的 一角体验了一会。春芳大嫂对我说： 聆听着清脆的开元寺宝塔铃声， 群，叫卖声、乐曲声，响成一片。从远
商品交流大会。每逢此时，集场周围 “恒金兄弟，等春江湖建好了，你要经 欣赏着星北湖的美景，沐浴着宜人的 处看，整个集场好似一条彩色的长
的人家都是高朋满座，像过节一样。 常带我们来玩噢！”我满口答应。 春风，哥嫂们如痴如醉。直到我拿出 龙，颇为壮观。孟大哥告诉我们，这个
仍在老家居住的赵华东夫妇，个
看罢春江湖，我们继续前行。马 相机，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才恋恋 集场直达北箍江，绵延四五里。
把月之前就约我们几个老朋友回老 路两侧，绿树成阴，花儿竞放，麦苗青 不舍地上了车。
吃过丰盛的午餐，赵大哥夫妇与
家赶集场，到他们家作客。
青……大伙儿对江都的美景赞不绝
将近10点，我们又接到了褚大哥 我们约定：“ 明年这个时候还得来！”
当日早上8点半，我开车载着老 口。
夫妇。大家兴致勃勃地来到集场。 我们高兴地应允。
伴儿，接上大哥祝志恒、大嫂王春芳
不一会儿，高高耸立的开元寺宝
集场设在杨桥小镇通往北箍江
在返家的路上，我们五个爷爷奶
和刘文成老大哥，沿着新都南路，欢 塔出现在我的车窗前。“开元寺、星北 的排水河河堤道路上。农具种子、服 奶畅谈起一天的体会。都说今天不是
快前行。
赶集场，是地地道道的
出了张纲，职教集团、公安指挥
滨江风光
朝花夕拾
中心大楼和鳞次栉比的住宅楼
一日游。
等建筑群，在眼前一一显现，大
家为滨江新城的建设成
就不断叫好。快到
春江湖时，祝大哥
提议下车看

早年看电影
■

钱萍

游子吟
■

孙富春

纵横河道碧水泱 ，
阡陌良田菜花香 ；
水泛轻舟行过处 ，
乡音欢笑越八方 。
运河如练百舸过 ，
极目湖水荡波光 ；
春过百里阳光道 ，
天工盛世现维扬 。

老有所乐

“十姊妹艺术团”
■

前不久为陪同学过生日，我 去。
到了上初中、高中，学业紧张
们一起去电影城看了电影《北京
遇上西雅图》。算起来从去年圣诞观看 了，家里有电视机了，对电影的热
《泰■》到现在，我已跑电影城5趟了。你 度还是不减。还经常去文化宫看电影，
可能会说，这有什么稀奇的。是的，对于 特别喜欢看一些外国电影，尤其喜欢
当今的年轻人来说，到电影院看电影是 听那配音。电影院因为场场爆满，所以
家常便饭，而对于我们这些60后来说， 还实行过“敞门入场”，敞门入场就是
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观念转变。
无人检票，虽然敞门入场，当时没有逃票
上世纪70年代我家住在市中心，隔 的，因为你如果无票坐下就会被按号入座
条马路就是工人文化宫。我和几个邻居 的撵走，站着就会被巡查的带走。
家小孩没事了就窜到对面的文化宫电影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看电影成为人
院“听”电影。我们没钱买票，就在外面 们请客的方式之一，而且成为青年男女
听；有的时候我们会躲过检票员的视线 恋爱必须去的场所。我与老公刚认识时，
跟着人流溜进电影院，有的时候还趴在 他为了讨好我，耐住性子陪我看电影，到
电影院窗户上透过一点点的缝隙看里面 后来电影院成了他小憩的地方，散场了
的电影……
他都不知道电影放的是什么内容。
那时候有一部很感人的朝鲜电影
成了家有了孩子，为了不错过一些
《卖花姑娘》，我记得是等了好几天的退 大片，老公便放我两小时假，让我去过过
票才看到的。1974年，《闪闪的红星》上 瘾。后来，家里干脆买了套家庭影院，那
映的时候，票也很紧张。后来妈妈好容易 时录像风靡一时，我们几乎每周都要借
搞到了四张夜场票，我们全家四人先睡 上几盘来看。以后伴随着儿子的长大几
觉然后11点多起来去看，当时已开始入 乎与儿子共享了电影带来的快乐，儿子
秋，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冷，弟弟那时 至今还记得我带他去看的《狮子王》、《空
才9岁，不知道哪来的兴致，也跟着我们 中大灌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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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陈金龙

“二畔铺十姊妹艺术团”成立十
年了。
十年前，二畔铺社区58岁的陈
翠银，因为爱好扬剧，为了活跃地方
上的文化娱乐生活，他伙同韩春银、
韦晓萍、肖华、袁林英等十位艺友组
建了“二畔铺十姊妹艺术团”。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大的问题就是
活动场所，也没有外快资金赞助，更
没有服装道具。
当时没有像样的会堂，临时就
在一间又矮又小、阴暗潮湿的旧房
子里活动。盖“观众席”，一张板凳也
没有。怎么办？他们就在“大池”内用
砖头码了几十个土墩子，在土墩子
上铺上七八块参差不齐的木板，算
是座位，条件十分简陋。
像这样会堂的座位，在扬城二
十多个文艺沙龙之中是绝无仅有
的，真是蹩脚到顶了。
对于活动经费，都是演员自掏
腰包倒贴。有时姊妹们凑钱，今天添
置几件鲜红靓丽的衣裙，明天制作
几条花花绿绿的彩裤。提倡简装朴
素，不敢贪大求洋。
岁月如歌
侯建平 摄
哥俩
该艺术团这十年来除了在本社
心香一瓣
区正常活动外，他们每年都要到湾
头、瘦西湖、达士巷、福寿公寓等敬
老院慰问演出。
该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除
■王惠芬
了演唱传统戏外，就是与时俱进、紧
春夏之交，我又从杭州回到了邵 形粽子小巧玲珑，棱角分明，放进大锅
跟时代，经常编演新节目。其内容，
■袁荣秋
伯水乡油田。散步在纵横交错的盐邵 里煮，散发出阵阵清香。我们兄弟姐妹
一位奶奶，因为孙子 却，只好勉为其难收下，但总觉得过意不 或遵照上级指示精神，或根据当前
河边，闻到阵阵芦苇叶的清香味，又到 早已垂涎欲滴，一个个围着锅台转。几
或宣传党的中心任务，或
来学习习作，经常骑三轮 去，不好意思，几次都想给钱，可奶奶生 政治形势，
包粽子的时节了。我来到菜场，一把把 个小时过去了，好不容易等到粽子
歌颂本社区的好人好事，及时创作
车来回接送。
了气，说我看不起人……她的朴实让我
碧绿鲜嫩的芦苇叶映入眼帘！我毫不 煮熟，还没等母亲端上桌来，我和弟
奶奶花甲开外，齐耳的短 感动，我想唯有对其孙子负责，才能使自 新的节目。
犹豫地买了3把，欣喜地拎着回家。 妹们就七手八脚地拿着粽子剥开
这十年来，他们演出了《革除陋
发花白点点，脸上布满了饱经 己的良心有些慰藉。当然，我明白奶奶未 习创文明》、
我将芦苇叶用开水烫软、洗净，淘 了。哇！一股粽香直扑鼻尖，雪白的
《构建和谐满庭芳》、《扬
风霜的皱纹，待人一脸的笑容， 必就有此意，更不是什么交易。
好糯米，准备手套线绳，便开始包粽子 粽子穿上了一层淡绿色的外衣，蘸
城处处美如画》、
《四个婆老太夸媳
特别慈祥亲切，话音极为响亮， 一次，奶奶带了许多新鲜的桃子，红 妇儿》等七八个新节目。并参与汇
了。我包了一盆纯糯米的斧头形粽子， 上白糖，唇齿之间留下的是清香
精气神十足，尤为乐观开朗，从不 彤彤水灵灵的，很是诱人，我知道奶奶家 演，也荣获了一些奖项。
放入高压锅煮熟。出锅的粽子香味四 味，沁人心脾。
不长此物，肯定是花钱买的，这可不能
见有什么烦心事似的。
溢，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只剥开粽叶， 如今，超市里，小摊上，粽
总之，该团成立十年来，虽遇到
一来二去，熟识了。她特能干， 收，即便收了，一定要付钱的。可她告诉 一些困难，
露出一层淡淡绿色，细细品尝，犹如回 子包装精美，品种繁多，各
只要大家玩得开心，他们
家里家外一个人忙乎应对，儿子媳 我是她姐姐家桃园里结的，很多很多，摘 从不叫苦，自是提高信心、精神百
到了小时候吃粽子的情景。
种口味应有尽有，而我仍
妇整日上班，她独自一人接送孙子 了一些，吃不完带些给我。我推辞了几
小时候快到端午节时，母亲总要 然乐意自己亲手包纯糯
上下学，还要买菜做饭，洗衣种地，家务 次，不肯收，可她竟然有些生气，说不要 倍，把二畔铺十姊妹艺术团这朵鲜
提前为我们兄弟姐妹包粽子。那时，粽 米粽子。因为纯糯米粽
花点染得更加灿烂，更加美丽。
活样样承包，田间劳作忙里偷闲，种上各 算了，我走了……
叶买不到，只能自己想办法采。于是， 子里，蕴藏着童年的记
哪知等她接走了孙子，却留下了大
种时令蔬菜……真是不简单。
母亲带着我到池塘边的芦苇丛旁，遇 忆，蕴藏着母爱
奶奶极为热心，田间农作物上市时，总 袋的桃子，我无语也无奈。
到够不着的嫩绿叶，母亲就将早已准 的眷恋，蕴藏着
多么善良朴实的奶奶，让我想起自
是隔三岔五带一些给我：韭菜、青菜、蚕豆
备的钩子朝芦苇前一伸，芦苇叶便乖 久远纯真纯
……每次我都竭力推辞，可她总是笑着说：“自家长 己离世多年的奶奶，她似乎真成了自家
乖地被我揽入手中了。不一会儿，我们 洁的味道。
的，不值钱，多着呢，收下吧，别见外了……”盛情难 的奶奶，眼里情不自禁有些湿润。
提着两竹篮芦叶满载而归。
母亲洗净芦叶并用开水烫软，淘
好糯米，又将棉线浸泡在水中，便开始
桑榆唱晚
包粽子了。手持两片粽叶，绕成漏斗
形，灌上糯米，用手指压紧，然后再加
上一片粽叶，裹紧糯米，三绕两绕，一
不会使用电脑的老
个三角形粽子就包好了。用棉线将包
友，见我几乎成天坐在电
好的粽子捆好、系牢。接着，再将包好
脑旁，不以为意都会说一
交心 朵朵 摄
■朱诚
的粽子继续捆在这根线上，一连捆了
句“电脑有什么玩头？”我
四只粽子，连成一串，母亲说，这意味
记得我对老友恒山说过：“ 即 拼音，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记下来，再
只能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如果
着事事如意，年年丰收。母亲包的三角
真要我说出电脑“玩头”的子丑寅 使苏秦、张仪复出，口似悬河、舌似 到键盘上对号入座，乖乖，整整一小 想发就发；有了自己亲朋好友的
卯，还真难不倒我，因为切身体会太 利刃，安能撼动我心哉”，我的理由 时就打对6个字！算了，我又偷偷重 qq，视频聊天，想聊就聊，想侃就
—
是：“ 难道真的是八十岁学吹鼓 操旧业，拿起了汉王笔。偏偏遇上不 侃；有了自己的收藏夹，想点就点，
深了——
我对电脑的反应有个三部 手？”单位考虑年龄，特批不用电 依不饶的诤友张寿溪，他竟然彻底卸 想看就看……老伴说我是网虫，我
—开始是“蠢不可及”，坚决拒 脑，只我一人。
曲——
掉我电脑上汉王笔的软件。
“好事”的 就反讥她是网盲，“子非我，焉知我
绝。1997年，单位为我们换笔，人手
后来是无可奈何，逼上梁山。退 他复印来声母表、韵母表甚至所有汉 不知鱼之乐也？”
诚然，电脑大有“玩头”，但我
一台电脑，我是视而不见，见而不 休后儿子买了台电脑，我就会扑克 字的拼音送给我。人非草木孰能无
动，找不到感觉，拒电脑于千里 牌接龙。友人笑我“是拿着檀香木当 情，诤友的真情感动了我，赶鸭子上 “玩”电脑有三不：不接受不认识的
之外。好端端的崭新电脑，落 柴火烧，站在大虹桥上，不往瘦西湖 架吧，硬着头皮学会了拼音打字。虽 人加好友；不看无端发来的漂流瓶；
上厚厚一层灰。单位派员专 里面走！”便教我用汉王笔写稿，可 然是“一指禅”，毕竟可以写点东西。 不相信弹出的中奖信息。因为，电脑
门教授，“ 任尔东西南北 是用汉王笔一小时也就写了七八十 倘若不是学会电脑，肯定不会有这几 里只是虚拟世界，电脑也是双刃剑
哦。我“玩”电脑的体会是——
—
风”，我是不理不睬不 个字，平时笔写差不多一千字了。不 年《晚报》上的百余篇千字文。
电脑有“玩头”，
参加，任尔说出电脑 过慢归慢，但是修改文章方便，还是
现在是上瘾成癖乐此不疲。电
只应作助手。
昨天 ，市区施井社区组织 “五老 ” 中的廉政监督
千般好，哪怕舌生莲 可以接受。不料遇到老友张寿溪，他 脑让我消除寂寞、开辟视野、增长知
头脑要清醒，
员 、网吧监督员等 ，参观江都郭村保卫战纪念馆 。
花，我行我素，无动于 见我用汉王笔，不以为然，教我用拼 识。特别是我在电脑上有了自己的
邹庆文 惠宇 摄
—博客，想写就写、 切莫被忽悠。
音打字。我试了试，先查字典，找到 “一亩三分地”——
衷。

又到粽叶飘香时

她似乎成了自家的奶奶

电脑大有“玩头”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