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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远 的 老 队 长
■ 余荫椿

生活·邂逅·美丽
■ 沈郭乐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假如没有电视
■ 王国兴

前不久,我儿子去老家所在的
乡镇办事，偶然在养老院遇见了当
年的生产队老队长。他如今虽然已
是九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但依然神
采奕奕，记忆清晰。还能讲出我儿
子小时候因顽皮被他管教的往事。

老队长中等身材，年轻时有一
副壮实的体魄，他是农村公社化后
不久担任生产队长的，经历了文化
大革命、改革开放，一直当了二十多
年，直到退休才卸任。为此，老队长
的亲切称呼被叫到如今。老队长家
庭出身贫寒，从小没有读过书，一个
斗大字不识半升的大老粗，竟能在
一个拥有五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口老
小的群体里坐镇这么多年，并得到
众人的拥戴，靠的是他忠厚善良的
为人和踏实勤恳的品格。我是上世
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下放农
村务农的。初来乍到，自命是个小
知识分子，对这样一位大老粗队长，
还真有点不屑一顾。但是，相处不
久我就对他刮目相看了。

初冬的一天，我第一次接受派
工去挑水河泥。老队长见我是新
手，便要我与他搭档，他在船上罱，
我在岸上挑。挑水河泥看似简单，
却是一种重体力劳动，还有点技术
含量。挑泥的人要把一百多斤两粪
桶河泥从水边挑上岸送到田里，再
用双手拎起满满一粪桶泥，均匀地
浇到越冬的麦苗上。没有足够的体
力和耐力是难以胜任这件农活的。
那天，我刚挑完三舱泥(一个劳动
日以十舱泥计工分)，就已经累得
满头大汗了。后来又因在斜坡上脚
下一滑，连人带泥桶一起滚在河滩
上。弄得浑身上下沾满泥水，连扁
担也涂满河泥成了一根大泥鳅，自
知有点狼狈。但是吃力还又不讨
好，因为浇河泥没章法，未能均匀
地浇出去，而是一块块厚厚地堆在
麦苗上，这样会影响麦苗开春出土
生长的。这一切，都被有心的老队
长看在眼里。快到吃中饭时，他上
岸走到跟前笑嘻嘻地告诉我，说他
当年第一次学挑河泥比我还不如，
还夸赞我今天的表现不差，我知道
这都是他对我所做的激励。接着他

又亲手做示范，怎样拎泥桶才平稳
省力，怎样倒河泥才厚薄均匀……
第二天出工路过这里时，我看到前
一天被我堆积在麦苗上的河泥都已
搬平了。后来知道是老队长收工后
用铁搭帮我匀平的。不久，老队长
又教会我挑担怎样换肩，解决了挑
长路不歇担的问题。在老队长的帮
助指导下，不到三年，我就学会了
罱泥、耕田、摇船等老农民才能做的
农活。

当年的老队长身上蕴藏着充沛
的精力，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他平
时有个习惯，不管出工做什么农活，
总要在背后腰间插一把镰刀。当人
家“吃烟”时（乡下人把工间小憩称
作“吃烟”） ，他就抽出镰刀到浜滩
边为队里捉牛草去了。那时候，我
们这些年轻人做累了就盼天下雨，
大家戏称为农业礼拜。但是，即使
社员下雨不出工，老队长也不会休
息。他会穿着雨衣或是到田里开沟
排水，或是到仓库里查查有无漏
雨。傍晚，有时队委有人到他家里
商量工作，他的手也停不下来，不是
推草鞋，就是搓草绳。

别看老队长没文化，开会谈起
生产来滔滔不绝，讲上个把小时不
成问题，这益得于他是个有心人。
老队长每次去大队或公社开会，总
会带着一根铅笔头和一张香烟纸，
开会时一面听，一面在纸上画符号，
这就是他的会议记录，带回去向社
员传达。平时，有线广播里的“阿富
根谈生产”节目他每期必听，经常把
听到的故事，在生产队开会时“贩
卖”给社员们。老队长说话常要带
着“总的精神”这句口头禅。有次队
里一户人家办喜事，一对新人走来
向老队长敬酒，他高兴地说：“总的
精神要请新郎新娘早养大胖儿子！”
调皮的新郎抢着说：“总的精神要请
老队长把这杯酒干了！”引得众人哄
堂大笑。

前些年我回老宅时，总会转到
老队长屋里，递上一支好香烟，聊上
几句家常事。自从老宅拆迁后，就
很少再见到他了。但是，有几位当
年曾在一起战天斗地，后又相继跳
出农门去从政、经商、做工的农友遇
在一起时，无不赞叹老队长这位深
受大家尊敬的长者。

2016年12月，我伲村里的有线
电视升级为数字高清电视，每户免
费安装 2 个机顶盒，超过作为新开
户办理。从此，看电视，不仅屏幕上
星星点点的雪花全没了，清晰度极
高；而且，频道特别多，几乎覆盖了
全国各省市的电视台，可以任您兴
致勃勃自由地去遥控。由此，也彻
底改变了有线电视任意拖拉乱接
不规范的现象。农村有线电视的升
级，是农村城镇化循序渐进的缩
影，是农村百姓的大好事。

当今，电视是人们生活中必不
可少的必需品，是缺一不可的精神
食粮。假如没有电视，人会怎样呢？
总会觉得晃晃悠悠得难受，总会觉
得生活里缺憾了什么。去年夏天一
个雷雨大风交加的夜晚，我家突然
有线电视没了。我立马问宅基上人
家，异口同声地说“电视没了”，其
实大家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转，不知所措。“今夜难眠
啊！”我只能强忍着打破常规煎熬
着生活的空虚。我爬上床，背靠着
床头，保持着原本看电视的姿势，
梦想着黑夜瞬间成白昼。我目睹窗
外稍纵即逝的闪电，耳闻震耳发聩
的雷鸣；我坐卧不安摇摆无能，眼
前老是电视荧屏晃来晃去，我知晓
这是我看电视的“心病”。于是，霍
地翻身下床急急忙忙用手机打报
修电话，结果回答令我大失所望心
灰意冷，说：“明天早上来。”“那今
宵如度年啊……”诚然，此时你火
烧眉毛亦无用啊！静下心来理智思
绪一下：对啊，这样恶劣的天气不
知故障在哪里？心平气静下来，只
能是怨恨和指责老天爷：你其他可
以破坏，但电视万万不能啊！

现代，人们确实少不了电视，
电视已潜移默化进入千家万户。电
视像是每家每户的忠实主人，她会

教诲你怎样做人，做好人，做有用
的人。电视像是每家每户的信息
员，她会告诉你本地区、外省市、全
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信息。电视像
是每家每户的宣传员，她会宣传社
会、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生活等
各个领域方面的知识。电视像是每
家每户的文艺兵，她会赐你戏剧、
影视、体育、娱乐等丰富多彩的生
活。电视像是每家每户的旅游向
导，她会领你跨出家门、走出国门，
去遨游去领略去见识五彩缤纷神
秘莫测的大千世界。电视像是家家
户户的亲朋好友，她会和蔼可亲地
接洽你，把你融入至整个社会整个
国家整个世界中去。

电视，是架起人之间友谊和情
感的桥梁。我不经意发现，人们普
遍有种自然的爱好，会把各自看到
的电视节目在第二天进行一起交
流共享，共同汲取电视带来的不可

估量的知识、喜悦、快乐。我看电视
爱好广泛，但有怪癖，如“新闻”，中
央的，上海的，都要看，哪怕内容提
要也要过过目。倘若“脱班”了，重
播新闻也不放过。不知咋的，我亦
常嘱咐孩子“新闻”一定要看，了解
书本上没有的新鲜事，既增长知
识，又开阔眼界。我也常提醒那些
思想精神负担较重的人，推荐多看
央视三套以及其他文艺类频道，让
笑占据人生，笑一笑十年少。对于
上了年纪的人，我建议他们多看些
生活、保健、戏剧类节目，使其养身
健体、驱逐疾病、永葆青春。

电视，是聚集东西南北中、包罗
万象的一盘丰盛的人们精神文化大
餐。大餐，让人生活丰富，精神充沛；
大餐，让人不忘初心，共筑未来；大
餐，让人凝聚一家，畅想未来。假如
没有电视，人的生活宛如丢掉了灵
魂，失去了耳朵，蒙上了眼睛。

一颗颗星子划过天际，那一
刻，我的世界，璀璨夺目。

——题记
我喜欢春天的花，夏天的树，

秋天的黄昏，冬天的阳光，和每天
的你——生活。生活，总是能给人
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感悟，而我
也憧憬着这美丽的生活。是什么，
让生活充满情趣？

淅淅沥沥的雨声，泥泞的道
路，关上门渐渐远行的公车映入我
眼帘。唉！又错过一辆公车，我奔
跑的脚步渐渐停了下来，独自一人
撑着伞等在路旁。其实雨景并不
多么美，纷落的花瓣，暗沉的天色，
都让人心中感到抑郁。而雨中却
令人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心境。“落
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的奉献美让人敬佩。“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默默无闻令人震
撼。思绪拉回，又来了一辆公车，
没有拥挤的乘客，没有嘈杂的声
音，我登上车，心中暗自欣喜。我
错过了一辆公车，却收获了一份平
静与感悟。

哦！生活因错过而美丽！

灵活的手指，悠扬的琴声，是
谁在演奏？哦！是我。午后，一米
阳光照进房间，在繁重的学业压力
下，我迎着阳光，拉着小提琴，身心
得以释放。《彼得与狼》的欢快灵
动，《梁祝》的婉转凄美，《神秘园》
的优美空灵，《沉思》的深沉低亢，
我在乐曲的海洋中穿梭，在音乐的
世界里沉醉。琴身红木的光泽，弓
飞舞的身影，成了我心中的一道美
丽风景。

哦！生活因小提琴而精彩！
校园，是同学们既爱又恨的地

方。在这里，老师教书育人，同学
读书成长。每天班级里都会发生
种种的事情。你看！“哎呀！我的
玻璃杯碎了！”“咦！我的英语书
呢？”“啊！还有这个作业啊？”“今
天又要考试了……”这些小插曲几
乎每天都会发生。“嘿嘿！我考了
一百分！”“我得了Ａ加！”“我这次
家作全对唉！”这些激动兴奋的话
语总会引来同学的鄙视与打击。

“唉，又考砸了。”“又被老师骂了。”
这时同学们却纷纷过来安慰。如
丁香花般，如阳光般，如群星般的
同学，为这原来似乎平淡无奇的校
园生活增添了一份色彩。黑板报
前努力认真的身影，操场上自由愉
快的身影，考场中镇定自若的，慌
乱紧张的身影，都是这生活的美
丽。一个个不同的生命，因命运的
指引邂逅，相知，促成了一个美丽
的班级，一个美丽的校园生活。

哦！生活因你们而幸福！
春风十里，五十里，春天的花

不如你，夏天的树不如你，秋天的
黄昏不如你，冬天的阳光不如你，
生活。今天不是昨天的结束，是明
天的开始。每段生活都藏着一些
小小的乐趣，只要用心去看就会发
现，其实生活很美丽！而我的生
活，因所有，而美丽。

阳光洒在身上，温暖
印证彼此的存在
留下影子，与大地依偎
天晴多好
谁都不觉着孤单

下班后的厨房
生活被浓缩成一道道家常小菜
洗切炒炖煮，自成乐章
有看得到的收获

加入喜欢的味道
彰显来得及调整的遗憾，今天
或明天
总有日益精进的信念

斑澜的色彩，和着风骨
来，到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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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阳光的时候
（外一首）

碗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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