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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好声音

怎么也没想到，住进上海大世界，还

能听到这么美妙的声音。

“咕—，呱—，咕呱咕呱，咕咕呱呱

……”领唱、独唱、合唱、和弦，或远或近，

或高或底，有节有律，悦耳动听。这是纬

三河河畔传来的声音。

纬三河离我们小区很近，河畅，水清，

岸绿，一池银波，两岸青葱。这里有鱼有

虾有野鸭，还有不少青蛙。

那天晚上，我在河边散步，走着走着，

一只蛙“呱、呱”地叫了几声，像领唱似的，

不一会，远处、近处的蛙都叫了起来，呱呱

呱，呱呱呱连成一片。“叽叽、喓喓、吱吱”

可能是蛙鸣的感染，草丛里各色虫儿也叫

了起来，非常热闹。此时，我想起一个人，

一个我们敬仰的伟人，他在认真地观察一

只蛙、聆听过蛙声以后，以他青春理想的

豪迈，喷出一股英雄豪杰的激情：“独坐池

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

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豪气潇洒，英雄

情怀，理趣兼备，生动传神。

夏夜，蛙们鼓起声囊唱着歌，温润着

都市人的每个细胞，摇曳着绿茸茸的田园

情愫。

站在阳台上，竖起耳朵安静地聆听，它

们时而像合唱演员，掀起整齐划一的蛙声一

片；时而像鼓手，捣起富有节奏的鼓点；时而

像情侣，错落有致一咕一呱地说着情话。愉

悦身心的好声音给我的退休生活增添了不

少生气，让我不忙碌的日子里有了许多情

趣。我常常坐在窗边，一边吹着清风，听着

蛙叫，一边翻看着书页，读着蛙鸣——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

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

水满有时观下鹭，草深无处不鸣蛙。”

“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轻雷殷地

声。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

纬三河河面不宽，也不古老，新居前

面的这一段是前几年才挖出来的，不可能

有万只蛙，只是蛙们在雷雨过后放歌鸣唱

时，你才会在天籁中感受到大自然的无限

情趣！

不过，这里的青蛙胆大气壮，它们对

自己的嗓子非常自信，叫起来无所畏惧，

理直气壮，音色特别高亢，特别嘹亮，高八

度的声音能穿云破雾，欲与雄鹰试比高。

住在十楼的战友常对我说:这儿的青蛙飙

高音时能震动他的楼顶!

一天，一位长期住在北郊的“老上海”

打着特别亮的手电筒，领我近距离见识了

这儿的蛙，身材娇小，头较扁平，皮肤显

黑，灰不溜秋，有点像我们赣中老家的土

蛤蟆子。鼓着两个气囊，像背着两个大气

袋，比自己的身体还大。想不到，这样一

只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蛙，还能发出如此

好听如此洪亮的“最强音”！“老上海”说:这

种蛙原本不是上海的品种，是当年江湾机

场的建设者从江西带过来的，是经过长途

跋涉才来到上海的，经历过风风雨雨，所

以精气神特别足。

我将信将疑，思绪飘到了童年的故乡

……

散文园地 ■罗光辉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

装；自从离开了家乡，就难见到爹娘；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

是青春的年华，都是热血儿郎；一样的足迹留给，山高水

长。……”又到一年八一建军节，创业打拼在他乡的这些年，每

当这首《咱当兵的人》激情澎湃、铿锵有力的优美旋律在我耳边

轻轻响起，蓦然回首33年前卫国戍边的四载军旅生涯，我仿佛

又回到了那军歌嘹亮的火红年月。

“军歌如同部队的灵魂，没有军歌的部队是不可想象的。”

无论是昔日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今天处处一派安定繁荣

的和平年代，军歌不仅仅可以鼓舞部队的士气、勇气、斗志，而

且还可以在无形之中给人以希望，在挫折与磨难中奋起抗争、

重振雄风。我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进入军歌嘹亮的军旅生活

的，那时候在我们部队，学军歌唱军歌拉军歌，是我们日常工作

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出早操、开饭前、看电影、上政治课、

文艺汇演，甚至训练间隙、打靶场上、退伍回乡的欢送会上，我

们都要根据不同场景，唱一曲《咱当兵的人》《军营男子汉》《打

靶归来》《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等激励斗志，弘扬当代军人心

声与本色的军歌，绿色军营处处都军歌嘹亮，官兵心头时时都

豪情满腔，真是激情无限、心旷神怡。

如果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那么我认为

“不会唱军歌的士兵更不是一个好军人”。对此我感触深刻。

初入军营接触军歌，我五音不全，记忆力特差，别人三五遍就能

够熟记于心的《咱当兵的人》，我自吟自唱十余遍，还是前音不

搭后调，丢三落四的，在战友们面前出尽洋相。每逢课余饭后，

战友们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的：说我枉为“军中才子”，连一首军

歌都唱不全，真是浪得虚名，作为连队能写会算的文书，我的自

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后来，为了学会学精军歌，改变战友

们对我的看法，我买来五线谱，又从连队指导员那里抄录了几

首经常演唱的军歌词曲，拜文艺骨干小李为师，利用课余饭后

的休息时间苦练军歌，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个月，我就

学会了连队教唱的所有军歌，而且年终还以一首声情并茂的

《咱当兵的人》一举夺取了部队“迎元旦，庆新春”文艺汇演一等

奖，令战友们刮目相看。从此青春无悔的四载从军生涯中，学

军歌唱军歌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军歌不仅仅陶冶了我的情

操，开拓了我的视野，而且也激励了我的斗志，辉煌了我的军旅

人生。

如今退伍走上社会30余年，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

领略过摇滚歌曲的劲歌劲舞，我欣赏过流行歌曲的情意绵绵，

我聆听过民族歌曲的大气磅礴，我品味过四大天王的成名专

辑，但退伍不褪色的我对昔日那一首首常唱不衰的经典军歌依

然情有独钟、铭感于心。每逢节假日，偶然歌兴大发，我还会时

不时邀请几个退伍的同乡战友去街边的卡拉OK厅或音乐KTV

房，同唱一曲《咱当兵的人》，同温军旅旧梦，同享军歌豪情，谨

以此纪念我们对军歌的不朽眷恋。

军歌嘹亮的
火红年月

旗袍女人心
看电视连续剧《旗袍》，印象最深的还

是身穿旗袍的女主角关萍露。尽管她经

历了诸多险境，诸多磨难，但她的一颦一

笑，一举手一投足，因旗袍的点缀而益发

闪亮莹澈，风情万种，魅力无穷。

是的，女人之于旗袍，是互为映衬，相

得益彰的。离开了女人的旗袍，美则美

矣，却少了美的魂魄。反过来，一个恰到

好处的女子，一旦旗袍上身，就意味着有

了一份脱俗的心境，超凡的美丽。在她们

的眼里心里，一袭旗袍，是任何服饰都无

法取代、无法颠覆的尘世范本。

旗袍有抢眼的美丽。旗袍以它古色

古香的美丽，在服饰潮流中永立不败之

地。穿一袭优雅的丝绸旗袍，可以将一个

女子拥有的最本真的美丽凸显得淋漓尽

致，可以将一个美丽女子的气质衬托得更

为优雅端庄。它彰显的，是一种情结，一

份情怀，一部经典，一脉溯古通今的尘世

至美。

旗袍有脱俗的韵味。身着清丽旗袍

的女子，温润婉约，摇曳生姿，如绽放在时

光深处的一朵亭亭玉立的荷花，顿然之

间，便满溢出千丝万缕的柔情。女人，在

旗袍的包裹下显得明眸善睐，巧笑嫣然，

既演绎蕙质兰心，也演绎惊艳出尘。它勾

勒出的玲珑线条凸显出独特的女人味，将

含蓄内敛的柔情女子变得娉婷性感，妩媚

动人；它在有意无意间，缔结出尘世之间

无与伦比的怀抱之想，诱惑之念。

旗袍有梦幻的色彩。神秘修身的黑

色，纯净雅致的白色，浪漫婉约的粉色，轻

浅灵动的蓝色，青春妩媚的绿色，张扬热

情的红色……哪一样不是惊心动魄？哪

一样不教人浮想联翩？一袭旗袍，装饰了

多少尘世女子的尘世之梦啊。梦幻的色

彩配上娇美的容颜，迷离恍惚，摇曳生姿，

柔情万千，所昭示的，谁说不是可圈可点

的、极致的生命美丽？正可谓：“千秋绝

色，悦目佳人。倾国倾城，惊为天人！”是

的，身着旗袍的美丽女子，就是尘世的梦

幻，如诗如画，如歌如酒，养心养眼，悦耳

醉人。

旗袍有民族的性情。它独一无二，氤

氲着固有的民族特色，洋溢着独有的中国

味道。镶边的立领、精致的纹络、细腻的

工艺、斜斜的古式盘扣、柔软和顺的绸缎，

构架出一袭精美绝伦、超凡脱俗的尘世美

丽。一袭旗袍，紧扣的高领，微紧的腰线，

尽显女性身体的曼妙动人。它蕴含着智

慧含蓄的民族性情，显现着卓尔不凡的曼

妙质地。设想一下，在烟雨朦胧的街巷，

一美丽女子，着一袭青花瓷旗袍，手撑一

柄油纸伞，轻盈地走过悠长的街巷，抑或

于小桥流水的雨帘中，静立桥头，清眸流

盼，想尘世情景，望春水东流，这该是一份

怎样的美丽？

尘世之间，身着旗袍的美丽女人，玲

珑娇美、秀丽清雅，一步一风情，一步一流

连，一步一诱惑，一步一心境。拥有姿态

之美，风雅之美，风骨之美，气韵之美，一

次次，一回回，在世事烟尘间，绽放永不倦

怠的美丽。一袭旗袍，就是一缕暗香；一

袭旗袍，就是一方胜景，缔结在每一个爱

她怜她惜她的人的心中。

慢 生 活 ■程应峰

一水名曰“香溪”
这是一条“水色如黛，澄清可掬”的溪

水，是古镇木渎的山塘河。

山塘河的名字多普通啊，不如香水

溪、香溪河好听，当然，称之为“香溪”更

雅。相传吴越春秋时，吴王夫差为取悦美

女西施，为她在灵岩山顶建馆娃宫，西施

在宫中每日用香料沐浴，这些水流入山下

河中，日久脂留不退，满河生香，故名香

溪。香溪水西从光福、善人桥而来，抵吴

宫遗址，东至木渎山塘街斜桥口，汇入胥

江。有意思的是，由于香溪是山溪水，而

胥江为太湖水，一清一浊，一缓一急，两脉

水流在斜桥之下汇合，形成“分水”奇观。

木渎，一座与苏州城同龄的水乡古

镇，可上溯到2500年前的春秋。期盼已

久放飞自我的暑假到了，应大学同舍闺蜜

顾的邀约，去她家小住。她家占尽得天独

厚的地利优势，向东步行三五分钟，拐进

去便是古镇入口，向西走不多路，便是灵

岩山景区大门。我欣喜不已。

我游过的古镇不少，各有风姿，也大

同小异。木渎，最吸引我的是那条香溪。

清晨，从灵岩山下来，我见到了木渎

的素颜。一切还在沉睡中，安安静静的。

我俩步履轻轻的缓缓的，似乎怕扰了古镇

的清梦。

步入“香溪岸”，抬头遇见“初见书

房”，雅致的一间，像一位婉约温润素颜的

女子。驻足，右侧一面砖雕墙锁住了我俩

的目光，那是“姑苏十二船娘”，我俩饶有

兴致一一辨认。往里走，一排还未开张的

店铺，一个“鱼戏莲叶间”的小池塘，屋角

一棵高大的古柏，一座适宜品茗的小亭，

一只慵懒躺着的小猫，一缸花红叶碧的睡

莲，一扇雅致明净的玻璃门……

这就是古老的山塘街，沿香溪而建，

街河并行。一条河道，两岸人家，有的是

严家花园、沈寿故居等名宅大院，有的是

丰厚的历史古迹，它们不动声色坐落在绿

树浓阴中，低调恬静。此刻的我不想踏入

寻访，慢慢路过看一眼就好。此刻的我，

更想亲近香溪，那绿带似的碧波牵引着我

一路前行。

盛夏时节，处处绿树阴浓，使我想起

入口处那高大的牌坊上，飘逸的“浮翠”二

字。时值清晨，有篷的小木船五六只一排

停系在河岸，水面上雾气袅袅升腾，给香

溪披上梦幻的面纱。

一座座静默的古桥吸引着我们。香

溪桥上走一走，驻足，俯瞰半圆的桥拱倒

影在绿波中。前面有一座苍劲古朴的石

桥，两侧被绿藤披挂，偶尔冒出几朵绽放

的凌霄，像橙红的小唢呐，似乎随时会奏

响喜庆的乐曲，迎接“欸乃”声中驶来的迎

亲木船，喜气洋洋的新郎红袍马褂站立船

头，羞涩的新娘一身红绸衣盖着红头巾端

坐舱中……遐想间，猛抬头看到桥头的石

碑刻字，一读，原来是建于明弘治年间的

“永安桥”。古桥一座又一座，冲着“西施

桥”的芳名，我也得去看看。四角挂着红

灯笼，古朴典雅，清新秀丽，让人想起古戏

台，似乎衣袂飘飘的佳人正在唱着婉转圆

润的“水磨腔”，似乎浅笑嫣然的西施正莲

步轻移款款走向溪边浣纱……

旭日初升，古镇开始苏醒。小桥流水

潺潺，街巷有人开始走动。“砚山连吴越，

香溪蕴春秋”，木渎的魅力不仅是小桥碧

柳山光水色，更有那充盈在山塘街的“吴

风宋韵”，溢着悠深的书卷气，透着厚重的

人文蕴。俯仰之间，即使普普通通的砖

墙，有了笔走神龙的墨宝而熠熠生辉而书

香四溢。

香溪上有的是古桥，溪畔有的是古

迹，载着动人的故事，刻着丰厚的历史。

当年康熙帝三次南巡、乾隆帝六下江南，

都垂青木渎，想必也曾徜徉香溪，想必也

为钟灵毓秀的灵岩山倾倒。那草书的“垂

荫”二字——是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

题写的吧，早已诠释了木渎的魅力。

初见香溪，我为之着迷。

天南地北 ■卢丽娟

往事悠悠 ■唐文胜

表
哥
的
直
播

母亲打电话

说表哥在搞直

播，让我有空看

看。当时也没在

意，现在直播唱

歌跳舞的太多

了，看不过来。

最近，偶然

在微信群里看了

表哥的直播，觉

得很不错，于是

下载了抖音有空

就看。表哥前几

年游手好闲，手

头没几个钱，又

不肯吃苦，日子

过得紧巴巴的。

后来参加当地的

脱贫攻坚行动，

养起了蜜蜂。养

蜂是表哥的老本行，他养了

十几年了。以前因为技术

资金等原因，一年挣不了几

个钱。村里成立养蜂合作

社后，表哥开始大规模养

蜂。几百箱蜜蜂摆得到处

都是，漫天的蜜蜂飞进飞

出。表哥很快脱贫了，盖起

了新房，买了小货车，随时

可以带着他的蜜蜂去赶花

了，他还成功地带动几个贫

困户脱贫。

今年受疫情的影响，表

哥的蜂蜜出现了滞销。村

委会发动乡亲们“支援一

下”，大家你半瓶我一斤地

买，根本无济于事。光菜花

蜜就有一千余斤，还有后来

的几百斤槐花蜜。销路的

问题，成了表哥最大的困

扰，这么多蜂蜜如果不能及

时销售出去，工人的工资发

放都成了问题。但表哥总

是很自信，他说他的蜂蜜是

绿色纯天然食品，肯定能吸

引顾客来买。表哥申请了

小额创业贷款，先把工人的

工钱付了。再后来，他想到

了网络直播，很快有了起

色。

表哥下载了抖音，注册

了直播号，网购了一套直播

工具，就开始了甜蜜的直

播。带着蜜蜂去采蜜，是表

哥直播最多的内容。成千

上万只蜜蜂跟随着表哥，哪

里有花就往哪里赶，那画面

想想就非常动人。最打动

人心的是表哥摇蜂蜜，他戴

着防护头罩，把蜂巢里的蜂

脾取出，抖掉密密麻麻的蜜

蜂，然后割去蜂房正上面的

蜂蜡盖，放进摇蜜桶就可以

摇。表哥摇蜂蜜的时候，蜜

蜂围着他嗡嗡地飞舞。曾

以为摇蜜很有诗意，没想到

也挺辛苦，面罩稍有破绽，

便会被蜜蜂蜇上几口。“养

蜂人没有不被蜜蜂蜇的，但

我很享受摇蜜的过程。”表

哥边摇边说。表哥话不多，

但脸上洋溢着的笑容足够

打动人心，那是劳动的愉

悦。蜂蜜装在桶里，光洁透

明，带着少许的花粉，看着

就似乎闻到了蜜香。以前

听老人们说“好蜜光如油”，

说的就是这种蜂蜜。

直播无论是放蜂，还是

摇蜜，给表哥赢得了大量的

订单。蜂蜜再也不愁销路

了，但表哥仍旧坚持直播，

他说喜欢那种甜蜜的感觉。

表哥的直播，播的全是

甜甜的味道。

散文园地 ■赵自力

爱上篮球，仿佛宿命。那时，场上运动员的跑跳挪腾，我把

它当成凸显男子汉力与美的一种形式，即使我还是小小少年。

没有球，就用碎布捆成团当球；没有篮圈，用箍木桶的竹圈

钉在墙上；运不了球，就模仿三步跨上篮。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个黑乎乎的实心橡胶球。小球

很重，轻轻一拍弹得老高，不好控制，但总比布的好。它让我学

会双手运球和控制球的本领。我如获至宝，总是藏在裤兜里，

寸步不离。

后来，小伙伴们从大人给的买纸笔的钱一点点抠下来，凑

足了钱，买了个篮球，轮流保管。不少小伙伴抱着球睡觉，简直

到了视球如命的地步。

那时六叔在上中学，叔侄俩都喜欢打篮球。我第一次穿的

背心是六叔从泉州买来给我的：一条黄色，前面印“东方红”；一

条绿色，前面印“太阳升”，背后都印3号。3号是队长穿的，六叔

希望我将来能成为队长，成为篮坛上的高手。

有一次大人下地干活，吩咐晚饭不用做了，把中午吃剩的

干饭热一下吃。有更多时间打球，我高兴极了。因为打球，忘

了晚饭的事，等到太阳下山，远远地见大人从地里回来，赶忙飞

奔回家。一边烧稻草，一边还要顾着炒饭，一盏小煤油灯忽明

忽暗，球场上的你来我往的情景还在脑子里打转，情急之下，锅

铲把铁锅捅出一个大窟窿，挨了大人一顿臭骂。

对于我的篮球爱好，六叔的态度很矛盾，他怕我迷恋打球

而荒废学业，表面上不怎么支持我打球。

那一回六叔看我打球，见到小小年纪的我，在离球场中轴

线不远的地方，运球闯过两个防守人员，三步上篮，球进篮圈，

如入无人之境，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他大喊一声“好”，兴奋地

从树上跳下来。原来六叔一直躲在球场旁边的大榕树上看我

打球，我却全然不知。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凌宵中学。中考以高分被泉州高级中

学（现泉州五中）录取。初、高中时，我都是学校校队主力，高中

时还是队长。我打球专注，学习专心，打球要争第一，学习也不

落同学后面。就这样，我圆了六叔寄望的篮球队长梦。

高中毕业后，我有幸被福建省军区篮球队长发现，特招进

福建军区篮球队。退伍后不久，我们纷纷被闽北大型国有企业

特招进厂，成了业余篮球队员。工厂特地安排我们上白班，因

此每天晚上都活跃在厂区的灯光球场上。每天晚上厂区灯光

球场上人山人海，有职工，有家属，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里三层、

外三层挤满看球的人。个别文化人看完球还写文章向广播站

投稿，第二天清晨，厂区上空飘荡着播音员甜美的声音，动情地

介绍昨晚球赛的讯息。

退休后回到石狮老家，仍然时常打球；打不动了，看球赛成

了晚年一大乐事，CBA、NBA篮球赛事一场不落，石狮市区、郊

区只要有篮球比赛，我都是忠实的观众。这辈子与篮球结下不

解之缘，古稀之年还萌生写一点家乡篮球历史的想法，2014年4

月完成《石狮篮球史话》一书。

球场上没有丰功伟绩可留，能将家乡群众性篮球运动记录

下来，也算是这一生钟爱篮球的一种态度，一次圆梦。

我与篮球结缘
■曾华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