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的音乐故事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 潘 真

本世纪初旅居波士顿，在上海
刚念小学的儿子插班到当地小
学。某日，送儿乘上校车，我俩搭
地 铁 去 逛 一 个 较 远 的 shopping
mall。

逛着逛着，看见有家唱片行门
口写着每张一美元，有这等好事？
两人乐呵着进去淘古典音乐，淘嗨
了竟忘了时间。等想起下午2点半
要候放学校车接孩子时，已近 2
点。心急慌忙结了账，扛起碟就往
地铁站狂奔，一路计算时间，怎么
算都来不及啊！

下了地铁，某人嘱我负重慢慢
走，他继续狂奔。奔到校车点，一
看哪还有校车和小学生的影子？！
赶紧往家的方向狂奔，同时脑补犯
罪片里的相关镜头……远远地，看
见小子笃悠悠坐在家门口的台阶
上。

这批宝贝，我们回家时舍不得
托运，一路扛着，从波士顿到北京
到上海。终于，可以定定心心坐在
家里享受了，所以格外珍惜。

但是很快，我发现在家不必开
音响就可以蹭音乐听。一天，我在
厨房，儿子跑进来，有点小兴奋，

“妈妈快听，命运要敲门了！”果然，
隔着厚重的防盗门，外面传来《c小
调第五交响曲》，我们听到了安东·
申德勒（首部贝多芬传记作者）臆
测的“命运在敲门”旋律。

对门的英语语言学教授，每天
一回家就开启古典音乐模式；隔壁
的理科教授，则偏好曲风大气的民
族音乐。两家老先生大概都听力
不济了，音乐放得震天响，还好都
是我们爱听的。搬家前，我依依不
舍，写了一篇《芳邻》，发表在晨报
上。

儿子是什么时候爱上古典音
乐的呢？只记得，上高中时，他跟
我去见指挥家曹鹏，一老一小谈起
音乐来蛮投机的。儿子自学钢琴，
不久就弹得很流畅了。

他开始挑剔那些一美元碟的

版本，自己“海淘”名指挥家演绎的
不同版本的名曲，听完不想要的即
挂到网上卖掉。下班回家，就听他
报告：“今天卖碟赚了100多元。”我
先夸他，“可是谁教你成本都忽略
不计的？”爸爸去西班牙，带着他给
的任务——买文艺复兴时期的古
乐光盘。

但凡在家，他必沉浸其中，做
功课、吃饭时更得精选背景音乐。
我家的狗狗小雷，听着古典音乐长
大，被熏陶久了，常趴在他脚边，煞
有介事地赏乐，或作沉思状。这显
然让小主人很受用。要知道，这家
伙可好为人师了。逛书店，在古典
乐架子前见两个小朋友一脸懵懂
地翻碟，他就给他们讲解起来，讲
得人家一愣一愣的，索性席地而
坐，虔诚地听他上课。

2010年秋天，德国科隆歌剧院
带着《尼伯龙根的指环》四部全本
莅临上海，连演四晚、15 小时。音
乐巨匠瓦格纳耗时26年写成的“史
上最伟大的歌剧”啊！儿子早早在
网上订好最便宜的套票，“我们懂
音乐的人，只需闭着眼睛欣赏，没
必要买前排那么贵的票子。”心平，
且自我感觉良好。他连听四晚，还
与邻座的年长老外愉快交流，每天
半夜回家总是一副很陶醉、意犹未

尽的样子。
晚餐桌上，这孩子好好吃着饭

吧，突然筷子就变成了指挥棒，各
种舞动。偶尔下馆子也这样，全然
不顾周遭异样的目光。我提醒他：

“你以后到大学里，吃饭这样子，别
人会以为你有病呀。”谁知，后来他
在越洋视频里跟我们绘声绘色：

“音乐学院的同学在同个餐厅吃
饭，有人吃着吃着就唱起了咏叹
调！”旁人的反应？很享受啊！没
人觉得不正常啊！

一上大学，他就自作主张买了
个羽管键琴，还专门请了羽管键琴
名师。那名师是位老太太，住在邻
州，课余指点他听名曲，“好听得
……都要哭了!”他体会到古典音乐
的神秘莫测。一次，他和同学去听
音乐会，邂逅老太太，惊喜中有惺
惺相惜之感。

系里或外校的大牛教授，好几
位是犹太人；儿子则是系里唯一的
中国人。交流起来，除了英语，还
有什么共同语言呢？非古典音乐
莫属！因此，那些大牛教授可喜欢
他了。发达国家的教授，人文素养
普遍高，懂音乐的真不少。他最近
一次面试，气氛轻松友好，跟导师
谈完了专业问题，还谈了一小会巴
赫。

诗以言志诗以言志

鼓声 心声
——赞邬桥学校学生鼓乐队

■ 王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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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茅草房到动迁房
■ 王火清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奉贤农
村因工业区开发、道路和高压线等
建设，许多农户告别了老宅，住上了
动迁安置的高楼大厦。我是 2010
年 6 月入住四团镇文广苑的，与解
放时住的茅草房相比，真是翻天覆
地，获得感涌上心头，千言万语汇成
一句话，感谢党给我带来了好生活。

我 1943 年 2 月出生在茅草房，
结婚时也在草房里，父亲给我一间
半房半灶的平房，因年久失修逢下
雨天，总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有时人在田里干活下起雷阵雨，回
家里满地是水，加上地面是泥土，大
人和小人不知跌了多少跤，黄梅季
节由于多雨，屋茅水流下来似酱油
汤，那个年代，我常年累月生活在这
样的环境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民生活得
到改善，解放前的茅草房减少，取而
代之的是瓦房。那时奉贤地区小瓦

（土窑烧制）紧张，一般农户因分不
到就想方设法用柴去浙江调小瓦，
我也有过这段经历，随着子女长大，
需建 4 间瓦房。为了调小瓦，托人
在海塘管理所划到一块低矮的芦苇
滩，亲友帮忙一天时间割好芦苇，并
运回生产队仓库场，后来又在邻居
家买了500斤稻柴，放在芦柴一起，
作好外出调瓦准备。

1976年12月的一天，我和妻子
把大米、炊具、棉被等生活用品拿到
仓库场，放入一条 5 吨水泥船船头
仓内，接着把柴装上船，待等帮手来
到，从仓库场前的小河出发，途经四
团港，然后进入浦南运河，下午行至
金汇港和闸港，然后进入黄浦江。

第三天下午，船已到了浙江省
嘉善县天银公社，那里烧制砖瓦的
窑厂多，河道中停靠着许多调瓦的
船只。第四天早上，经常来这里调
瓦的帮手上岸，与窑厂谈我调瓦事

宜，约半小时，他回到船上对我
说：“已讲好了，1斤柴调2.5张小
瓦，柴与瓦作价现金结算。”这
时，我们把柴从船上搬到岸上过
磅。然后结算，付清钱后2名窑厂
职工帮我们把小瓦装上船，然后赶
上回家的路。

回家路更艰辛，因为去时柴的
重量少，回程装在船上的小瓦重量
多，船比去程下沉了20多厘米。船
只露出水面不多了，白天行程也可
以，晚上行船须十分谨慎。睡觉我
不敢熟睡，怕拖轮和大驳船经过有
大浪。所以，当船只有大的起伏时，
就起身向外张望以防发生事故。

1979年，我搬出老宅，建造了4
间平房，终于告别了屋里漏水的状
况。之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彻底改变了过去吃不饱的
状况，并每年获得一笔可喜的经济
收入，后来随着子女的长大，着手筹

备平房翻建楼房的事。1983年，我
把4间平房翻建成4上4下楼房，从
此住上新楼房，过上幸福生活。

2008年夏天，我房因镇工业区
开发被拆迁。2011年6月28日，入
住动迁安置房，有53和120平方米
的二套，儿子为我装修房子。走进
新房，看到新型的家具和电器，配套
的生活设施，心潮涌动，觉得动迁是
生活质量的又一次提升。

我老家在原邵厂镇良民村，从
奉贤最东南的邵厂乘车去南桥，一
路上看到的是，公路两边原来的民
房大多被动迁，拔地而起的农民新
村随处可见，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工
业园区、道路建设和村庄改造等如
火如荼的进行着，奉贤正以崭新的
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

从茅草房到二次建房再到入住
动迁房的过程，记录着家庭和时代
的变迁。

遇见“晒秋节”
■ 屠林明

屐痕处处屐痕处处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一阵阵鼓声
从校园飞向天空
一缕缕心声
从手中飞入梦中

这是牡丹学校的强音
是乡村少年的心音
每一次捶打
震撼起一颗颗自强的心

三盏全国金杯
静静闪耀着夺目光辉
三次凯旋而归
印证快乐少年的唯美

奏响奋进的决心
我们拥有一颗勇敢的心
奏响中国声音
我们破浪前行

11月份，秋阳斜照，秋风和煦，
是外出旅游的好时节。那天，我随
一个旅游团赴浙江磐安。浙江是
上海的近邻，许多年来几乎年年都
去。但这次去的磐安却没听说过，
当然也没去过。

午后，我们到达位于盘峰乡王
大坑村的灵江源森林公园景区，下
车站定，导游指着高处介绍，那是
华东第一高空玻璃桥，跨度365米，
高度 189 米。其旁边的山巅上，则
是挑战吉尼斯纪录的高空悬廊，跨
度158米，高度288米。但上去要自
费一百元。我们团 52 人都是六七
十岁甚至八十多岁的老人，看着高
空桥廊上的游客似缓缓移动的黑
点，大概是恐高也怕花钱吧，都不
想上去。于是导游说了，景区大门
前的王大坑村，目前正值晒秋节，
去兜兜看看，顺便买些土特产，也
是不错的。

晒秋节？我也真是第一次听
说还有这么一个节。

王大坑是一个山村，村里有一
条小山沟，山水由高向低一级一级
缓缓流淌着。村民的住房依山而
建，分布在小山沟的一边，像一条
街一样向上延伸。

天气晴，阳光好。走进山村，

不管是家家户户门前的走道边，还
是一小块或一大片的场地里，或是
山沟边平坦的条石上，总之除了人
行道，都晒满了各种各样刚从山上
从田里采收回来的山货及农产品：
金黄的玉米，鲜红的柿子，灰白的
山芋，橙色的南瓜……五颜六色，
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这些秋
熟的山货及农产品，有的放在篮子
里，有的排在竹笾中，有的在架子
上由低到高层层叠叠，不少直接堆
放或摊开在场地上。最吸引人的
创意是，以一场地金黄玉米为底
色，用红辣椒组成了“国庆70”的字
样；在一大片红辣椒里，嵌入了用
玉米棒连接成的“欢庆丰收”四个
大字。都显得特别醒目。而一大
堆高高堆着的生姜边则竖着一块
红底黄字牌子，上书“姜山多娇”，
一看便知是借了个谐音，让人读了
忍俊不禁。

啊，这就是“晒秋”！春华秋
实。村民们经过春夏的劳作，现在
终于丰收了。于是，太阳底下，晒
满了秋收的果实，晒干了，也就可
藏过一个冬天。晒秋，便成了一个
喜庆的节日。而眼前的晒秋节又
是一个集市。游客们便是赶集者，
他们看到这么多纯天然的土特产，
个个心动了，都想买一些带回家。
所以，他们与村民们攀谈起食用方
法及其价格，并动手挑拣起来。有
人买了两只小巧玲珑的南瓜，有人
称了几斤表皮光滑的山芋，有人挑
了一袋芋艿，我则选了十来只生
姜。人人各取所需，个个两手不
空。自然，这也是村民们“晒秋”的
一个收获。

晒，除了原有的利用阳光的本义
外，网络时代，又有了展示的字义。
勤劳的山里人、村民们，你们辛苦了
一年，入秋获得了丰收的果实，理应
展示展示，欢庆一番。我们也要向你
们表示由衷的祝贺。祖国的繁荣昌
盛，少不了你们的辛劳与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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