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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广播
□常杰敏

广播， 曾经响彻乡村
的农舍田野，带给我快乐，
陪伴我成长。

那天， 与广播电台的
一位编辑朋友相聚， 谈话
间她说编辑部收到一篇人
大代表关于农村恢复安装
广播喇叭建议的稿件。 谈
兴正浓的我， 思绪忽而穿
越时空， 那些响着乡村广
播的旧时光浮现眼前，尤
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
出的“小喇叭”少儿节目，
曾经响彻城市的街巷民
居、乡村的农舍田野，陪伴
我成长，带给我很多快乐。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
有线广播走进了寂静的城
镇和农村。当时，每个大队
的大队部都安装一个大喇
叭。我读小学的时候，有线
广播开始进入千家万户。

每天清晨， 一阵动听

的音乐准时唤我起床。“河
南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开
始广播……开始曲， 节目
预告……”播音员亲切、甜
美的普通话， 温暖滋润着
我孤寂又贫瘠的心田。 广
播里不但播送时事新闻，
还有各类文娱节目， 丰富
了我们的生活。

无论国际新闻、 国内
新闻， 还是反复播放的京
剧样板戏、革命歌曲，婉转
悠扬的豫剧， 中央台的新
闻联播、“小喇叭” 少儿节
目，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
“新闻和报纸摘要” 节目
等，我都听得津津有味。我
对广播喇叭播出的“每周
一歌”尤其感兴趣，如苏芮
的《酒干倘卖无》、齐秦的
《狼》《大约在冬季》等歌曲
播出时， 我就鹦鹉学舌般
学唱， 学会后在学校像模

像样地哼唱时，同学
们往往投来惊奇和
羡慕的眼光，让我颇
有成就感。

在那生活清贫、 文化
资源相当匮乏的岁月里，
广播给我带来了无穷的欢
乐， 也让我从中学到了知
识，开阔了视野，増长了才
干。广播，从我读小学到高
中毕业，直至参军入伍（用
一个月的津贴买了一个袖
珍半导体收音机），一直陪
伴着我， 给了我走向未来
的勇气。 尽管工作岗位多
次调动， 但我喜欢听广播
的习惯一直没有变。 听多
了，心痒痒手痒痒起来，我
尝试着把身边所见所闻的
新鲜事、 有趣事写成新闻
稿子。 每当我听到广播里
播出我写的稿子时， 一种
成就感油然而生， 尤其是
领导和同志对我竖起大拇
指赞不绝口时， 心里别提
多高兴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
对写广播稿从喜爱到痴
迷， 并一发而不可收。 同
时， 又将所写的新闻稿件
投寄报刊，实现了“广播有

声”、“报刊有字”。 记得那
时，别人休息时，我经常骑
着一辆自行车出去采访，然
后把采访到的材料写成消
息、通讯、小故事和广播小
言论等新闻稿传播。 那几
年，我把握时代脉搏，结合
工作实际，围绕热点问题，
每年总有 200 余篇新闻稿
被市级以上广播电台、《人
民日报》《农民日报》《河南
日报》等报刊采用，因成绩
突出，多次被省、市、县人
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评
为优秀通讯员。 因为这一
爱好及所取得的成绩，我
先后被招工、转干。

回顾这一历程，不禁感
慨万千。 是广播，让我的人
生之旅更加丰富， 更加充
实。 人生中，有哪些事是值
得珍藏的呢？ 人生中，又能
有几个数十年不变的情缘？

乡村广播， 已镌刻在
我脑海里！ ⑦1

（作者单位：社旗县检
察院）

葡萄园
□吴浩雨

天空的酒杯，微微摇动。 远山的
红唇，酌饮晚霞的美酒

一百亩，二百亩……
衣袂飘飘，大地的胸口洁白如雪，丰腴，

起伏
葡萄架隐藏的玛瑙，醉成酡红
这个时候，我喜欢不言不语
那些藤蔓织成秋色。 有时候幸福，需要

一颗颗，点缀⑦1
（作者单位：南阳普光电力有限公司）

父亲母亲终于住上了
新房， 是政府为城市发展
需要， 而补偿拆迁农户新
建的安置房。

这个位于穰城北郊又
紧靠七里河的新村被称为
“大丁社区”， 是我们原来
老村部的所在地， 也是我
们儿时经常玩耍的乐园。

住进新房， 是父亲和
母亲特别开心的事情。

这是新村最前面的一
栋，十七层楼的电梯房，南
北通透，采光极好。

一款浅咖啡色粗棉麻
布窗帘，很自然地隔开了
阳台和客厅，简洁素雅，这
是娥妹的杰作。 偶尔风吹
帘动，上头细碎银饰叮当
作响。

阳台上有父亲从花木
市场买来的几盆时令鲜
花， 芳香溢满一百多平方
米的房屋， 每个房间的绿
萝， 青翠欲滴， 母亲洒了
水，新鲜异常。

父母亲并没有特意说
要搬家，习俗里的搬家，是

要通知亲朋好友前来
道贺的，俗称“送菜”，
又或是“燎锅底”。

我的父母亲都是
实在人， 不想麻烦亲
朋，我们姐妹几个与父
母住得都近，就经常回
来陪陪他们。

母亲烧好了水，沏
上茶。 父亲打开电视，
陪孩子们看动画片。

推开阳台的落地
窗，近看，那些熟悉有
点零乱的砖瓦房、零散
的树木和菜园尽收眼
底；远望，水天一线的
七里河南岸，高低错落
的楼盘和湍河国家湿
地公园若隐若现。

新村，新房，是父
母亲心里的欢乐，是他
们长久以来的期盼。

我高中毕业前，一
家人住在砖坯搭建的
灰瓦铺排的房屋里，雨
天， 外面大下屋里小
下，雨水顺着瓦缝滴落
在接水用的木盆里，滴

答滴答叫人彻夜难眠。
两间泥土毛坯的偏房，在

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倒塌之
后，父亲从村北窑厂买了些砖
块，地基稍作处理，两间平房
用楼板扣了顶。 一家人高兴
了数日，母亲一反常态地邀请
四邻八舍来家里坐，笑容挂在
脸上。

憨厚而内敛的父亲，看着
母亲的笑，也是满面的笑颜。

我师专快毕业时， 远在
广州务工的娥妹寄回一笔
钱，加上父亲在外做工，家里
才打算再建三间正房。 父亲
精打细算，亲自动手，筹集各
种建筑材料， 请来村里的两
个泥瓦匠， 西院的小叔来帮
着做杂活儿。

母亲快乐地忙活着，像孩
童，跑前跑后，烧茶、送水、拿
烟、炒菜、做饭。

忙碌，是母亲幸福的最直
接最简单表达，这种天性遗传
给了我，在忙碌的时光
里，我感受着生活的种
种美好。

一个多月后 ， 我

们家的三间正房建成，浇
筑了水泥地板，安装了玻
璃窗，粉刷了涂料，窗明
几净。 母亲做了可口的饭
菜， 一家人围坐一起，父
亲喝着小酒 ， 就着花生
米，很是惬意。 父亲说这
辈子就算老死在这屋里，
也知足了。

让父亲想不到的是，
六十多岁还能再换一次
房，还是电梯房，是装修好
的样板房。

住进新房， 父母亲似
乎回到了青春， 开心地
做事，把内心的喜乐在一
朝一夕里，在一粥一饭里
张扬。

美醉了， 我的父亲和
母亲。

美醉了， 每天日新月
异的新生活。 ⑦1

（作者单位：邓州市张
楼乡中心校）

换房
□江燕

编者按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本报开设“庆祝建国七十周年·百姓故事”栏目，请作家、文学爱好者、市民

用手中的笔，抒写 70 年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现代化
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弘扬主旋律、讴歌新的时代。

白河诗话

荆紫关
□王先英

身边不知是何处的风
在拥挤，在私语，在悄悄地欢喜
悄悄地歌咏，儿时的别离

在这样的夜色里
我暂且把灵魂
典当给你
在这陌生城市的一隅
我不记得你的过去
却也不曾忘记
你每次遇见我的欢喜

我把惆怅拍给天空
把笑容拍给你
那盏丛林掩映的灯笼
是我放飞的尘俗和陌生……⑦1

（作者单位：淅川福森志远学校）

淡泊的心
□流浪诗人

白河滋养了你曾经奋斗的理想
嘉陵江流淌着你当年情缘的印象
睿智在你深邃的眼神中熠熠闪亮
淡泊在你的心胸里默默酣畅

或许
你想规划好自己丰富的人生
却不想人生已被世俗规划成生存的本能

或许
你还想成为世外桃源的渊明先生
却走不出
这座已被凡尘喧嚣所淹没的围城
生命像一樽醇美的老酒
又像一轮皎洁的明月
或醒或醉
或阴或缺
纵然
岁月会老
但心却依旧……⑦1

百 姓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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