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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镇上读初三，正是少年的

无忧，成天横行无忌。我喜欢看金庸的小

说，怀揣着一个武侠梦，要“饮马江湖，仗

剑行天涯”。常常想初中毕业了，我的“江

湖”便是要上高中或是中专。

春天的一个周末下午，阳光漫天洒

落。我和好友一起去果园玩，果园很美，

一边是池塘，杨柳依依；一边是杏花白桃

花红，梨花如雪。那天我们一直玩到日落

月上，如水的月光泊在身上。小萍说，好美

的月亮啊。月亮底下的果园里，静悄悄的、

有花香漫溢。好有一种“梨花院落溶溶月，

柳絮池塘淡淡风”的悠闲恬淡的古诗意

境。我刚看了《射雕英雄传》，我说，这里

真像桃花岛。我讲起蓉儿，小萍讲起她的

漂亮裙子和她那长长的秀发，强子则把一

朵花儿别在耳后，傻傻地笑着。

月光下，少年的心，有的是闲情，有的

是快乐。我们围坐在一起，数着星星、哼着

歌儿、吃饼干、磕瓜子，我还是讲蓉儿，他

们就笑我，说我讲到天亮鸡鸣也成不了郭

靖。笑声和花香月色融合。

月洒清辉，花移娇影。有小虫子在叫，

远远近近，是它们弹奏的小夜曲。有飞鸟，

唱着欢乐的歌。有一层淡淡的薄雾，开始

笼罩园子。缓缓地流动，在我们身边，丝丝

缕缕、一波复一波，宛若仙境。喜得我们不

住声地欢叫，我们说，好美啊，好好玩啊。

突然地，起了风，风吹过那一树树桃

花、梨花、杏花，那斑斓的花瓣纷纷飘落。

不知谁说了句下花瓣雨了，我们伸手去

接，我们用嘴去吻，我们的头上、身上，全

是花瓣。那是满天的花瓣啊，还带着满天

的甜香，是“自在飞花轻似梦”的妙景。那

时内心澄澈，那时的世界，美丽而缤纷。

慢慢地，慢慢地我们在惊讶中静穆下

来。茫然着，谁都不再做声，像是有什么被

触动，是落花的砸痛？少年无忧的心，在那

一瞬间觉得了忧伤。那么美的花，一瞬间，

就落了。好短暂啊，虽然那飘落是那么美，

美得使人又喜又叹，是悲欣交集的心底波

澜。

好久好久，一向粗心的强子说，不知

道我们毕业了，以后还能在一起吗？

我们再没说话，在温柔的月光下，在

纷纷扰扰的花雨中，学会了沉默。

后来，我们上高中，后来我们上大学，

后来我们有了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像蒲公

英的种子飘落四处，彼此难得一见。多年

后我们又重逢在当年的果园，只是那里建

起了美丽的农家小院，再也寻不到当年的

景致。我说起当年月下花雨的震撼，我说，

那时的心，好像一下子变得柔软、敏感，第

一次看见大自然带着忧伤的美，为什么会

那么傻傻地沉默，而且想到了毕业，想到

了分离，想到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充斥变数

的人生命运。

如今，回望来路，我望见了柔软的青

春，那些旧情愫，在这个花开花落的季节

里，又一次涌上心头。指缝太宽时光太瘦，

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爱。

梦回电影队
郑州 程占功

在上世纪那个特殊年代，许多北京的

初中和高中生纷纷来到陕北延安地区贫

穷的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

育。

我的家乡延安地区吴起县也來了不

少北京知青，他（她）们吃了许多苦，却为

当地群众办了不少好事，我们许多乡亲至

今感谢当年的这些北京男孩儿、女孩儿。

这些來自首都的知识青年亲身体验了延

安地区农村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便向中央

报告了当地当时的真实情况，引起中央重

视。不久，便有了北京对口支援延安地区

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一系列举

措。

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北京向延安地区

的广大农村援助电影放映设备，以丰富当

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具体來说，就是把北

京支援的电影放映设备分配给每个县所

属的每个公社成立的电影放映队，由这些

电影队给自已公社的机关及其中学、各大

队小队的群众经常放映电影。毫无疑问，

远离县城的广大乡村群众对此非常欢迎。

各个公社电影队的放映员培训、放映设备

的管理与维修，都由本县电影院管理。我

就在这样的公社电影队当了近两年放映

员。

我初中毕业时 16 岁，我所在的公社

电影队原來两名放映员中的一位刚好被

推荐到外地上学。公社革委会决定，从我

们公社中学初中毕业生中选一个同学，接

那位去外地上学的放映员的班。事后我了

解得知，有关领导贺正旺和郭华老师推荐

了我，公社革委会研究同意，随后便通知

我去电影队上班。

不久，我参加了县电影院举办的全县

电影放映员培训班，系统地学习、掌握了

电影放映技朮以及放映机、发电机等设备

维护的方法。我在近两年的电影放映工作

中，与另一位同事一起，多数时间在全公

社十几个大队的深山峻岭中奔波，在农村

巡迴露天放映电影，亦经常在公社机关大

院及公社中学操场上露天放映。

放映的影片多为当时流行的革命样

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

军》等以及故事片《南征北战》《地雷战》、

《地道战》《打击侵略者》《奇袭》《英雄儿

女》等，国外的有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

《南江村妇女》《鲜花盛开的村庄》和苏联

故事片《列宁在一九一八》等。还有不断更

新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

闻简报》。无论在乡下农村，还是在公社

机关大院、中学操场放映电影，银幕前都

是黑压压的观众，观众对看电影的热度一

直有增无减。

能在初中毕业就成为电影队放映员，

对我这个贫穷农家出身的小伙子來说，是

非常珍贵的机会。

平时，我经常向我们电影队队长，即

另一位老放映员虚心求教放映技术和机

器维护方法，每次放映电影或操作发电

机，我都力求一丝不苟，兢兢业业。而且下

乡巡迴放映期间，甲地向乙地转移放映

机、发电机、电影胶片盒等器材，按不成文

规定，都由甲地派村民转运。但是，当我

看到他们派的人年纪稍大或者身体单薄，

我都替村民背着发电机翻山越岭。有一

次，在攀登一座高山时，我背着沉重的发

电机，累得渾身冒汗，还未到山顶便晕了

过去，不省人事。说來也巧，正在这时，对

面走來一位公社卫生院姓宗的男医生，经

过他紧急抢救，才让我转危为安。我至今

想念和感激宗大夫。每一轮巡迴放映结

朿后，我们电影队回到公社机关，在一段

时间里，白天参加机关的学习等活动，晚

上在机关大院或中学操场露天放映电影。

在公社机关期间，我经常利用休息时

间，多次主动拉着放一个很大铁桶的架子

车，沿着马路去距机关几里地之外的水泉

沟取水。

我给铁桶装满泉水，将绳套套在肩

上，有些费力地拉着架子车回到机关食

堂，再将铁桶里的水倒进大水缸里。食堂

厨师杨大伯笑着说：“小程，你一桶一桶地

帮我拉回了多少水，替我省了多少力气，

我怎么谢你哪！”

“不用谢。我是乡下穷人家的孩子，

能有机会工作和生活在公社机关，能多干

点活儿，是我的福分！”我对杨大伯笑了

笑，接着道：“杨大伯，你只要有什么活儿

忙不过来，就叫我！”我在电影队期间，与

比我父亲年长的杨大伯成了忘年交的好

朋友。

一次，我又拉装着盛满水的大铁桶的

架子车回机关，很费力地上一道坡时，不

认识的两个女青年主动跑来在后面推车，

让我比较轻松地上了坡。

我擦了把汗，对她们笑道：“谢谢你

们！”

一位女青年用纯正的北京话笑道：

“你不是放电影的么，拉水干嘛用哪？”

“我晚上放电影，白天没事干的时

候，帮公社机关的食堂拉水。”我说罢，望

着她们：“你们看过我放的电影？”

“看过，看过。”稍顿，那位女青年又用

带着京腔味儿的普通话接着道：“我们是

河对岸知青点的北京知青，看你放电影至

少有一年了！”

这两个女知青其中一位中等个儿，留

剪发头。跟我说话的这个女孩儿个头稍

高，留两条闪闪发亮的小辫，白白净净的

脸庞上，五官优雅精致，清秀美丽。她说

的北京味儿普通话，字正腔圆，抑扬顿挫，

很好听。可我找不到借口继续听她说话，

只好又对她们说：“谢谢你们，再见！”

两个女知青都挥挥手说：“再见！”

我们电影队在乡下农村巡迴露天放

映电影，从不卖票，群众可以随便观看。

在公社机关大院、中学操场露天放映

电影，首映某部电影时，观众必须购票观

看。

譬如说，我们电影队从县电影院领回

几部还未在我们这儿放映过的影片，就会

在公社机关大院或中学操场售票放映。

售票首映后的电影会免费反复放映数次。

有些电影，观众看过多次，仍然想看。

当时首映国产故事片《英雄儿女》，我

们电影队队长把刻印好的电影票交给我，

让我坐在售票房窗口里卖，一下午卖出好

几千张。

那天傍晚距电影开映前一小时左右，

几个北京女知青来到售票窗口前要买票。

我一眼认出了帮我推水车、留两条小辫、

说话很好听的北京女孩儿，非常高兴地对

她说：“我们电影队有赠票，送你几张，你

们不用买票啦！”

“真的吗？”那女孩儿清脆悦耳的声

音。

“真的。”我对她笑道。旋即，我拿起不

少于 10 张的电影票递给她。那姑娘对我

笑了笑说：“谢谢你！”便和她的同伴高高

兴兴地离开了售票窗口。

其实，我们电影队没有赠票，给她们

电影票的钱，我随即用自己的钱补上。

我在电影队放映电影近两年时，又迎

来人生的一个重要机会。全国许多专业院

校在我家乡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报考了黄

河水利委员会所属的黄河水校，并获得公

社机关各单位一致推荐，从此阔别了家乡

吴起，赶往两千里之外的中原开封求学。

黄河水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甘肃野外工

作。几年后的一天，我接到家里电报，说，

我母亲病重，要我速回。

我万分着急，带上工作几年除每月给

父母寄钱和自已生活费用后攒的钱，赶回

家里，把妈妈送到县医院住院治疗。

想不到的是，我和父亲带着我母亲刚

进医院，遇上了穿着护士服、带着护士帽

的那位说话很好听的北京女知青。她已参

加工作，成为我们县人民医院的一名护

士。

她与我简单寒暄几句，旋认真询问了

我妈妈的病情、病史，并立即找了有关人

员，安排我妈妈住进一个条件较好的病房

里。

我母亲住院后，她跑前跑后，又找了

县医院有关专家、大夫，对我母亲的病进

行会诊，很快决定做手术。

手术很成功，我妈妈的身体康复的比

较快。

我妈妈病愈快要离开医院时，我对那

位北京女知青说：“我不知怎么感谢你，我

想请你和给我妈妈做手术的大夫吃饭。”

“不用，不用。”稍顿，她接着道：“这是我们

应该做的。”

我内心的感激无以言表，只好说：“谢

谢你，谢谢你！”

“别客气。”她笑了笑，仍然用带着京

腔味儿、非常好听的普通话接着道：“如果

你还放电影，我想看你放映的电影呢！”

电影，人们离不开的精神食粮。

梦回我工作过的电影队，五十年过

去，仿佛弹指一挥间。

十分感谢、想念推荐我去电影队工作

的贺正旺前辈和郭华老师。

那位说话非常好听的北京女知

青———美丽的白衣天使，同样铭刻在我的

记忆里。

（本文作者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

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

没做过一次核酸检测

这个工地和小区仅隔着一面院墙，

工友们陆续回家过春节了，

偌大一个工地，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

疫情突然而至的时候，

他已经没法走出这个工地。方便面是

他的一日三餐，

一包一包又一包

方便面没有了，他又吃剩下的几把面

条

面条没有了，他想起找项目经理，

电话里说：县城的小区封着。

他又找工友，电话里说：村里的街道封

着。

看到小区内居民每天都在排队做核酸

检测，

他颤巍巍的手拨打了小区的电话：喂，

俺是隔壁工地看门的，

没做过一次核酸检测

走过紫丁香的长廊

信笺

已泛黄，紫蝶习惯了翩跹

踏青昨日的忧伤，陈年的梦呵

音符掩埋钢琴的自由

夏天的故事描摹长廊的希望

泡沫淹没泡沫，行板起伏的海洋

闪电划破紫丁香的花浪

沙滩辜负美人鱼的幻想

唱起海子的诗歌，今天

可以推背成长长的海底隧道

那个中年女人恰恰出现

走廊的尽头，紫丁香的背影刚刚苏醒

我愿救赎她温柔的回眸，用尽

一生的目光

小满抒怀

杨柳飘逸，享受雨水

丰盈，爱的琼浆

在绿意中拔节，惠泽

生命的赐予

风雨中的脚印，盈满

痛苦与幸福，月光下

斟满一杯茗茶

愉悦半个世纪的梦

七绝四首

漫兴
无诗可入时人眼，有酒能开野老怀。

一任醉中还啸咏，由他孺子笑吾侪。

野老
不识人情高与低，一年生计在田畦。

淡然此意真何似，恰似山间一野溪。

初夏
蛙鸣洲渚晨烟袅，断续溪声来处杳。

欲问翛然山野家，但言疫重游人少。

道中
山外孤村花寂寂，林边古冢草青青。

行人尽在匆匆里，婉转鹂声无暇听。

夏夜吟

倩影花入梦

穹星醉西风

莹晶醒虫鸣

万物吻云峰

桓台 巩本勇

桓台 马玉涛

桓台 胡华业

吉林 王玉孚

张店 杨玉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