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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华

上个世纪80年代， 我还是个小家伙。
记忆中好像炫耀一块手表比如今炫耀一辆
小车更诱人。

父亲戴的一块上海牌机械表是村里的
第一块手表， 按邻居最朴素的话说， 呱呱
叫。 父亲呱呱叫的手表一度是他身份显贵
的象征， 他穿着一条部队里的蓝咔叽裤，
还有一件蓝咔叽上衣， 手腕上晃动着一块
银色的手表， 往卖火车票的窗口一伸， 窗
口的手再挤再乱再多， 卖票阿姨总会优先
找到戴手表的那只手。

那年头， 村里人若碰到父亲， 问的第
一句是：“子光，几点了？” 父亲此时内心无
比膨胀和骄傲， 十分享受这种被人捧的飘
飘然感觉。 他徐徐抬起手腕， 放在眼前
一亮，道：“12点30分。”接着吞了吞口水，
喉结滚动几下， 补充道：“差几秒就31分
了。”

其实那时的表不太准， 很少对得上广
播里的北京时间。 父亲为了让手表准时，
便在早上七点、 晚上六点各对一次广播里
的北京时间。

对时间是父亲每天的必修课。 有一回
乡里的广播因断电停放， 父亲就走路到别
的乡听广播对时间。 他抽着旱烟默默蹲在
广播电线杆子下呆呆地等， 听广播听得两
耳发闷， 昏昏欲睡， 突然广播里清脆地嘀
嘀嘀三下， 一个女音说： “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为您报时， 现在北京时间六时整。”
父亲赶快摘下手表， 转动小螺母把时间对

准六时， 这才慢慢起身回村。
本世纪初， 我长大了， 用打工的钱买

回全村第一只手机， 这时， 村里的机械表
感觉到了危机。 这种莫名的感觉是窒息
的、 新鲜的、 陌生的。 父亲的旧观念此时
还颇根深蒂固， 盯着我的手机左翻右看，
甚是好奇， 发现这家伙既可以通电话， 还
替代了手表的功能， 且显示的北京时间相
当准。 当手机陆续打破故乡人对机械表北
京时间的依赖， 以父亲为代表的那代人没
有优越感了， 心里就顿时空落落的， 有些
许的惊慌， 不久就在背后议论， 说我手机
里的北京时间不太准， 准也是一天只准两
次。

这些幼稚的心态或者是一个时代与另
一个时代碰撞的必然的火花。

有一天， 村头另一个小伙也带回了一
只手机， 村里老人依然质疑他手机北京时
间的准确性。 小伙子觉得老人是羞辱他，
便勇敢地与他们比起北京时间来。 比赛是
在他与一名老人之间进行的， 围观的邻居
很多， 约定以一个收音机上报送的北京时
间为准。

那天大雪纷扬， 他们围在火炉边静静
地等着那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报
时， 现在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大伙分一
拨盯着小伙的手机， 分一拨瞅死老人的机
械表， 兴致勃勃似乎在见证一次伟大的发
现。 结果老人的手表慢了一分钟， 小伙子
手机上显示的时间与收音机上的北京时间
分毫不差， 准确极了!那位老人算是输了，
因此萎靡不振。 老人们很在意80年代上
海机械表的兴奋和满足， 当年梦寐以求的
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他们一时有些接受
不了。

上海牌机械表逐渐淡出了故乡人的视
线， 手机开始充盈大街小巷和村庄。 那些
过去失落的老人开始释怀， 跟着年轻人的
脚步玩起了手机。

我一个表兄一直务农， 近年靠农作物
与城里人做起了电商生意， 前年买回了村

里第一辆小车奥迪。 这么一件了不得的大
事马上传遍了附近的几个村， 几多漂亮妹
子一夜之间悄然仰慕起我的表兄。 我的一
个邻居满脸堆笑地走入我表兄家， 不久表
兄恭恭敬敬地送她出门， 她则说： “放
心， 包在我身上。” 结果， 不久我就作为
迎亲队伍中的一员， 在一个春色迷醉的上
午， 从山那边迎来了我那漂亮贤惠的表
嫂。

那天， 作为婚礼主持人的我父亲掐着
良辰吉时， 不断盯住手机上的北京时间。
可有几个老人却看我父亲焦急的样子不顺
眼， 说： “我们最讨厌子光了， 狗爪子拿
一只破手机， 还在亲戚朋友面前扫来扫
去， 问现在北京时间多少了， 他不是握着
一只手机么!” 逗大伙笑得前俯后仰。

几年前， 村里有个人买了辆较好的小
车， 车上带有表盘， 才买回的那天， 此人
决定开小车在集市上隆重亮相， 风光风
光。 可当他把小车开到集市上时， 熙熙攘
攘的邻居们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到平时根本
不起眼的他及他的小车， 于是此人满腹委
屈， 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掸了掸西服上的
尘土， 扶了扶领带， 快步走到卖蔬菜的邻
居面前， 问： “现在北京时间多少了？”
邻居道： “不知道， 没看表。” 此人傻傻
地笑了笑， 说： “哦， 那我去看下我小车
上的北京时间。” 邻居这才恍然大悟， 道：
“买了小车啊， 该庆祝庆祝！”

小车在村里越来越多， 村子在愉快的
时光中更新长大， 村里的人有时在满满的
幸福面前竟然不知所措。 父亲说： “我真
没想到会过上如今美满的日子， 不愁吃不
愁穿， 出门是小车， 生病有报销， 时代这
么好， 人活这一辈子足了。”

父亲的话， 是千千万万农民最质朴最
善良的心声， 让我想起30多年前他的那
一块手表， 表上的时间指针载着改革开放
40年来的每一小步， 所有的进步和变化，
都在北京时间里一点一点地描绘着， 灿烂
地展现出五彩缤纷、 磅礴大气。

彭金辉

母亲的衣柜里，有一个深褐色、口径
约5厘米的竹筒子， 筒身刻着简单的竖条
纹，刻缝里还残留着油亮的白色粉末。

这个看上去有些年头的竹筒子，就是
我儿时家里用来量米的升子。

每每回乡下看望母亲，偶尔瞥见母亲
当宝贝样收着的米升子，我的思绪会自然
而然地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那是个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生产粮
食的农民却常常缺粮少米；像我家那样人
口多、劳力少，加之作为主劳力的父亲双
目失明，日子更是过得紧巴巴的。

在我10岁前， 农村还是大集体年代。
记忆中，我们一家5口，每月最多只能分到
60公斤稻谷，仅能吃得半饱不饱，还经常
断粮。 有一次，我和队里的一个小伙伴在
上学途中经过队里的一片红薯地时，每人
挖了一个小红薯捅在裤兜里……到次月
分粮时，我家被队里扣了15公斤谷。 那一
月，一家人多挨了好多天的饿；栏里的猪
少吃了糠，嚎得更凶。 平时脾气不好、对我
凶巴巴的父亲，那次除了叹气，居然没有
骂我；母亲也没有从竹扫把里抽出竹条。

印象中，我家这个米升子，似乎不是
用来量米做饭的，更多是用来借米、还米
的。 经常看到母亲会在上午将一个小木脸
盆挽在左腋下，右手拿着米升子，走出家
门———家里五张嘴等着母亲借回米来下
锅。

很多时候，母亲会挽着空脸盆回到家
里，眼睛红红地憔悴着。 那时，有余粮剩米
的人家不多；即使稍有余米的，也会因你

之前借的米还没还而婉拒。
少得可怜的自留地里的红薯叶、白菜

叶，常被母亲这个“无米巧妇”摘回家，在烧
红的铁锅里燎熟后供我们充饥。 秋后的红
薯地里很少有粗过拇指的红薯———叶子
都长不赢人嘴， 哪来的时间和营养长红
薯？！

最让母亲尴尬和伤心的是，有一次她
的哥哥、我的大舅天煞黑后来到家里,母亲
出去半个多小时后空着手回来，烧水泡了
一瓦罐茶给舅舅喝。 舅舅知道了我家的窘
境。 过了两天，大表哥背着10多公斤米，翻
山越岭送到我家里交给我母亲，喝了一口
水就走了。 看着远去的侄儿，抚摸着白花
花的大米，母亲的眼睛红了，流下了悲喜
交加的泪水。

我10岁那年，农村分田到户，家里分
到了三亩多水田。 早、晚两季稻收上来，除
去上缴征粮，余下的粮食还无法达到按需
煮饭的程度。 常常不经意间撞见母亲取米
做饭时，会将刚好装满0.5公斤米的米升子
斜个80度的角。 母亲笑着对我说：“伢崽，
有米的时候要记得无米时呵。 ”文化不高
的母亲说话直白易懂。

青黄不接的时节，母亲依然会不时挽
着瓷脸盆、拿着米升子，去到队里条件好
的人家，打空转身的次数倒是越来越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母亲会在红
薯上面放少量米， 煨出香喷喷的红薯饭；
饭熟后盛起酥软的红薯饭，将锅底剩下的
红薯中夹着饭粒的锅巴铲起，擂成糊状后
倒入米汤，那米汤饭常常比干饭还俏。

随着杂交水稻的推广，粮食慢慢多了
起来。 偶有不能敞开肚皮吃的时候，母亲

会劈开一个南瓜，和上米粉子做成南瓜粑
粑，或将豆角煨在饭里，紫色豆角饭好香，
豆子粉粉的……

90年代初，我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当
上了警察，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妹妹
和弟弟也相继离开父母去闯自己的天地，
一家人渐渐天各一方。 已不再缺粮少米，
原本一家5口，慢慢变成了11口的大家庭。

2004年，父亲因患胃癌去世。 父亲的
胃病应该离不开“饿”这个祸头。 本世纪初
取消农业税后， 农村的粮食逐渐富余。 不
知何时起，家里的米升子换成了不锈钢的
小盆子，人多多舀、人少少舀，全凭心意和
需要。

而今，乡下城里正经吃饭的人越来越
少。 早几年， 弟弟将一亩多水田挖做了鱼
池，自养的鳙鱼、鲢鱼、鲫鱼煮出来的汤像
牛奶一样稠，一碗鱼汤可以顶两碗饭。 3年
前， 弟弟在老家开了一家土菜馆。 如今已
70岁的母亲伴着弟弟一家在乡下，每天帮
着做些择菜、扫地的杂活，身体尚硬朗。 每
次回家，母亲都会给我准备土鸡蛋和地里
的蔬菜。

“金辉，得空回来一趟，带点红米到岳
阳去吃。 ”就在我构思着这篇文章的时候，
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地里的辣椒、 茄子
已经吃了几餐了，回来尝尝鲜。 ”莫非母亲
与我心有灵犀？ 我想，那是必须的。

挂断母亲的电话，我的脑海中满是当
年母亲挽着脸盆走出家门的身影。 不觉
间，泪水盈了眼眶……

已“退休”经年的母亲的米升子，盛着
我儿时多少辛酸困苦的记忆，如今回味起
来，却分明有着无尽甜意。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5月24日， “湖南省2018—2020年
文艺精品生产重点规划项目论证会” 在
长沙召开， 为未来三年湖南文艺精品生
产的重点方向和重大项目“把脉”。 来自
中国文联、 中国作协等单位多位专家受
邀出席。

论证会上， 省文化厅、 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 省文联、 省作协、 湖南广播电
视台、 潇影集团、 省演艺集团等相关推
荐单位或生产单位分别介绍了各自申报
的项目 ， 包括文学 、 戏剧 、 影视剧
（片）、 音乐、 美术 （雕塑）、 广播剧等多
个门类共计60余个项目。 这批项目显示
出了湖南文艺界从高原向高峰冲刺的奋
进姿态与决心。

文艺创作亮点纷呈， 创作
态度精益求精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缨； 沧
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我足……” 在话剧
《沧浪之水》 的排练现场， 演员们正在认
真地排练。 近3个月来， 根据阎真同名小
说改编的大型现实题材话剧 《沧浪之水》
每天都在排演。 “大家拧成一股绳， 我
们要求每个演员一字一句都不能错， 每
个字都很考究。” 省话剧院副总经理、 国
家一级演员石岗透露， 6月6日该剧将在
湖南大剧院首演。

据不完全统计， 此次申报的60余个
项目， 文学类包括王跃文长篇小说 《白
鹭》、 何顿长篇小说 《红黄蓝》、 纪红建
报告文学 《不可思议的中国制造》、 邓湘
子儿童文学 《像蝉一样歌唱》 等10件作
品； 戏剧类包括花鼓戏 《桃花烟雨》、 湘
剧 《玉龙飞驰》、 话剧 《沧浪之水》、 音
乐剧 《袁隆平》 等十余件作品； 影视剧
（片） 类包括电影 《热土》， 电视剧 《共
产党人刘少奇》 《大国商》 《最好的时
代》， 纪录片 《相爱四十年》 《岳麓书
院》， 动画片 《八仙过海》 等逾20件作
品； 音乐类包括交响乐 《侗族大歌》、 声
乐套曲 《三湘四水颂》、 多媒体民乐剧
《九歌》 等近十件作品； 美术雕塑类包括
“艺术湖南·湖南省美术作品成果展 ”
“辉煌岁月·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展” “长
沙籍开国将军” 雕塑展等几大活动； 广
播剧类包括 《老人村与电骡子》 《半床
被子》 《爸爸的冲锋号》 等6件作品； 另
有“简帛艺术研究” “中国精神·中国
梦———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主题摄影活
动等其他类项目。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吴杰感叹说：
“看了大家未来三年的创作规划， 最大的
感受是创作门类齐全， 题材丰富， 亮点
纷呈。” 据了解， 申报项目中的大部分作
品计划于今年年内完成， 还有一些已完
成的作品仍在精心打磨， 精益求精。

2017年6月， 音乐剧 《袁隆平》 首
演。 听取专家意见后， 省歌舞剧院的主
创团队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和调整； 随后，
该剧参与“雅韵三湘·艺动四水” 活动，
赴省内7个城市进行了30场巡演， 边演出
边收集观众意见， 巡演结束后该剧进入
第二轮为期两个月的修改。 在这轮修改
过程中， 主创团队邀请了和袁隆平院士
工作、 生活在一起的科研团队成员观看
彩排， 针对他们提出的一些细节问题进
行再一轮修改。 经过三轮修改后， 该剧
于2018年两会期间赴京参加天桥艺术中
心的优秀剧目展演， 反响热烈。 “北京
演出结束后， 我们又召开了专家研讨会，
专家们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 主创团队
目前正在仔细梳理， 预计在6月底以前拿
出第四轮修改意见。 演员准备8月至9月
集中修改排练， 争取在10月份的湖南艺
术节上精彩亮相。” 湖南省歌舞剧院党委
书记、 董事长杨霞说。

瞄准现实题材， 骨头再硬
也要 “啃”

“现实题材 ， 是文艺创作中最难
‘啃’ 的一块骨头， 其创作的关键要打破
‘现实题材中见不到现实’ 的困境， 解决
了这个‘当务之急’， 关注度必然会高。
在这些申报的项目中， 我发现有不少现
实题材的作品， 令人欣喜的是， 这些作
品实实在在地反映着现实生活， 而不是
打着‘现实题材’ 的旗号‘挂羊头卖狗
肉’。 我很期待它们的表现。” 北京军区
战友文工团艺术指导、 国家一级编剧王
晓岭边说边加重语气。

现实题材电视剧被公认为最难驾驭，
湖南天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承制的电视
剧 《那座城， 这家人》 偏就啃上了“现
实题材” 这块硬骨头。 该剧讲述唐山一
个特殊家庭跨越40年悲欢离合的故事，
表现普通百姓的家国情怀。 该剧已于4月
16日在唐山开机。 浏阳市花鼓戏剧团创
排的花鼓戏 《甜甜的梦》 则通过描写打
鼓岭村农民工和留守妇女生存状态所引
发的家庭矛盾， 深刻揭示中国家庭观念
的变化， 阐释“家” 对中国人的重要意
义。 该剧将于年内完成创排。

高铁创新、 扶贫等都是当今社会的
热点话题。 由湖南省湘剧院创排的湘剧
《玉龙飞驰》 是中国第一部高铁题材的原
创大戏， 5月开排， 预计9月参加第六届
湖南艺术节。 由文源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承制的电视剧 《最好的时代》， 以高铁机
车和无人机等新时代大工业为背景， 以
当代中国工业企业90后新一代的励志成
长和情感生活的故事为主线， 展现出老
工业基地凤凰涅槃的过程， 已开机拍摄。

写扶贫题材的项目不仅数量可观，
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 作家李健正在创
作的报告文学 《嬗变》、 湖南省花鼓戏保
护传承中心创排的花鼓戏 《桃花烟雨》、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拍摄的电影 《热
土》 等都围绕40年来农村的巨大变化和
目前面临的新挑战， 展现了深化农村改
革、 发展乡村经济、 改变家乡贫困面貌
的人与事。

湖南文艺家们瞄准现实题材啃硬骨
头的精神， 体现了湖南文艺界关注人民
群众之关注， 寻求自我突破， 敢于向文
艺高峰“冲顶” 的决心和勇气！

展现湖湘文化风采， 期待
产生史诗般的作品

生活在湖湘热土上的文艺家们， 总
是将对家乡的热爱， 将内心澎湃的情感
寄托在自己的创作中。

“中年以后， 似乎是突然之间， 对
故乡的思念常逼得我胸口发慌， 便开始
写些与乡村有关的小说。 我发现自己写
乡村小说， 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 语言、
节奏、 色调、 情绪， 都是自己过去的写
作没有过的。” 继中篇小说 《漫水》 获得
鲁迅文学奖之后， 省作协主席、 著名作
家王跃文正在创作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
小说 《白鹭》， 通过讲述南方乡村70多年
的历史变迁， 展现出旧中国迈向新中国
的艰难历程。 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命运，
反映出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性 。 王跃
文透露 ， 他阅读了厚厚的家乡史料 ，
经常读着读着眼泪会不知不觉掉下
来 ， 他相信 ， 传统的乡村文明永远值
得珍视，值得唤醒。《白鹭》计划年内完成。
著名作家、 省作协原主席唐浩明坦言，
湖南文学界一直在期待史诗般的作品出
现， 他对王跃文 《白鹭》、 何顿 《红黄
蓝》 等长篇小说充满期待， 希望他们能
立足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把作品真正立
起来。

袁隆平是湖南享誉世界的响亮名片
之一， 这次申报的项目中， 除了音乐剧
《袁隆平》， 潇湘电影集团也将拍摄以袁
隆平为题材的影片 《稻可道》， 将视角定
位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 以袁隆
平杂交水稻解决全球粮食安全梦为核心，
表现杂交水稻海外推广中涌现的精彩人
物与故事。 而由芒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承制的电视剧 《大国商》 也力求展现湖
南人的精神， 讲述清末民初以救国、 为
国、 兴国为己任的湘商在国家危亡之际
参与民族救亡， 与国家同命运、 共呼吸
的奋斗历程， 表现湖南人充满血性、 心
忧天下的风采。

由金鹰纪实频道承制的纪录片 《岳
麓书院》 备受关注， 目前金鹰纪实频道
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均成立了专项小组
统筹创作， 主创团队已经拜访20多位专
家学者， 形成了十多万字的调研笔记，
计划在今年9月底形成20万字的学术统筹
汇编及对应产生的分集学术脚本， 力争
在2019年春节前形成成熟的电视脚本。
著名编剧、 省文联原副主席盛和煜说：

“《岳麓书院》 的选题非常好。 岳麓书院
是湖南的宝贵财富， 希望主创团队在创
作时要放眼世界文化， 把格局放大一
点。”

“看到很多好题材好作品， 看到湖
南文艺创作从高原向高峰冲刺， 我真的
很高兴。” 盛和煜的话代表了许多评审专
家及与会者的心声。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 “新湖南” 主办
投稿： xiangjiangzhouk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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