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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子牛袁说的是牛性袁牛之品性曰拓荒牛袁说的是牛气袁牛之气
概曰老黄牛袁说的是牛劲袁牛之韧劲遥我以为袁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
新年贺词中的牛年三喻袁其寓意正在于此遥

要要要题记
孺子牛

孺子牛袁说的是牛性袁牛之品性袁那种野鞠躬尽瘁尧死而后已冶的
品性遥

对于野孺子牛冶一词的了解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袁应该源自鲁迅
先生的两句诗院野横眉冷对千夫指袁俯首甘为孺子牛遥冶其实袁这一词
典出叶左传曳一书中关于哀公六年的记载院野鲍子曰院耶汝忘君之为孺
子牛而折其齿乎钥爷冶这里说的是一则帝王家的故事袁齐景公十分爱
他的孩子袁自己装着牛袁口里衔着绳子袁让孩子骑着遥 孩子跌倒袁扯
掉了他的牙齿遥

说实在的袁这种事儿不仅帝王之家有之袁更为普遍的应大多发
生在寻常百姓家遥我在小时候就常见到大人装牛在地上爬行袁而让
儿女当牛骑着嬉耍的游戏遥正因为如此袁才有一首叶父亲曳歌中的唱
词院野父亲就是拉车的牛冶之说遥 自打鲁迅先生引用了孺子牛袁这个
词条就产生了一种质的规定性袁 它不再仅仅是原义中父母对子女
的舐犊之情或弄子逗孙的天伦之乐袁 而是赋予一种更为博大的甘
于奉献之心遥郭沫若就曾在叶孺子牛的质变曳里指出院野但这一典故袁
一落到鲁迅的手里袁 却完全变了质遥 在这里袁 真正是腐朽出神奇
了遥冶伟人毛泽东则在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曳中作了直白的阐
述院野鲁迅的两句诗袁耶横眉冷对千夫指袁俯首甘为孺子牛遥 爷应该成
为我们的座右铭遥耶千夫爷在这里就是说敌人袁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
敌人我们决不屈服遥耶孺子爷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遥一
切共产党员袁一切革命家袁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袁都应该学鲁迅
的榜样袁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耶牛爷袁鞠躬尽瘁袁死而后已遥 冶也
就是说院野孺子牛冶的含义和境界都升华了袁升华到我们共产党人的
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要求牛年发扬牛的精神袁 第一个
便是野孺子牛冶袁而且明确定性为野为民服务冶遥 熟悉牛的人都知道袁

牛的品性之高尚当在动物中首屈一指遥无论是耕牛尧奶牛尧肉牛袁乃
至角斗场表演的牛袁无不是一身是宝袁一生奉献袁英勇无畏袁不怕牺
牲遥正因为如此袁牛才成为古今中外众多文学艺术表现的对象和赞
美的偶像袁诗人为其歌之咏之袁画家为其赞之颂之遥 记得现代画家
李可染先生曾将画室取名野师牛堂冶袁还在画作野五牛图冶上题道院
野牛也袁力大无穷袁俯首孺子而不逞强遥终生劳瘁袁事人而安不居功遥
纯良温驯袁时亦强犟袁稳步向前袁足不踏空袁形容无华袁气宇轩昂袁吾
崇其性袁爱其形袁故屡屡不厌写之遥 冶这幅画袁可传承千古曰这番话袁
亦可成妙赋遥 我以为袁对牛性的理解袁如果取其野鞠躬尽瘁袁死而后
已冶8 个字袁应是最好的概括和最高的评价遥

为人尧为官若欲师牛尧效牛袁当记住并践行两个词袁一曰野俯
首冶袁二曰野甘为冶遥 前者为形态袁后者为心态遥

拓荒牛
拓荒牛袁说的是牛气袁那种一心一意尧一往无前的气概遥
知道农耕社会历史和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明白袁 在尚未实现

机耕的年代里袁我们的先人们在废灶兴垦或者开荒垦植过程中袁大
都是依靠牛力来实现的遥这时的牛承担的是拓荒的重任袁那迈出的
每一步袁既沉重又坚定曰那耕翻的每一犁袁既简单又重复遥但当改造
好的农田长出绿油油的庄稼和成熟时收获黄灿灿的稻麦尧 银闪闪
的棉花时袁任何一个农人都会在功劳簿上为牛记一大功遥

谁都知道袁拓荒牛这个称呼是个比喻袁总书记为其定义为创新
发展遥 发展是第一要务袁创新是第一动力袁在新时代尧新征程中袁我
们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袁实现高质量发展袁创新则是新发展五大理念
中位居第一袁可见其分量之重和作用之显遥小时候留在我脑海中拓
荒牛的印象袁深圳市委大院门前塑立的拓荒牛雕像袁反映新时代共

产党人精神的拓荒牛意象袁 都给人们注入勇于创新的深刻内涵和
饱满形象遥试想袁百年征程袁百年圆梦袁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从未离
开过创新遥 没有创新袁 我们党就不会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诞生成
长曰没有创新袁共和国就不会在战争和贫穷的废墟上迅猛发展曰没
有创新袁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不会在坎坷曲折中取得巨大成功遥
可以肯定地说袁在进入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伟大新征程中袁创新是发
展的永恒动能和不竭源泉遥无论是技术层面的攻坚克难尧社会层面
的科学治理尧经济层面的持续发展尧生态层面的和谐共生尧以及制
度层面的健全完善袁只有创新才能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袁真正实现
更多野从 0 到 1冶的新突破遥 从这一意义上说袁拓荒牛精神袁正是时
代的召唤袁国家的需要袁人民的期待遥

拓荒牛的这一气慨袁正是共产党人不可缺少的气质所在遥
老黄牛

老黄牛袁说的是牛劲袁那种艰苦奋斗尧不屈不挠的韧劲遥
说起老黄牛袁这是使用最早尧流传最广的称呼袁本来是对野老实

苦干冶和野劳动模范冶的尊称袁最大的特征是任劳任怨袁埋头苦干袁艰
苦奋斗袁无私奉献遥这里的老黄牛袁也不仅仅是指老的黄牛袁而且还
包括老水牛尧海子牛等黑色毛皮的耕牛遥 在我的记忆里袁人们对老
黄牛一般都是发自内心的爱戴袁因为凡称之为老黄牛的人身上袁都
是一种实干品质尧奉献品格和担当品德袁都是以真干作为本分尧实
干作为责任尧苦干作为追求的人袁从不干虚头巴脑的事袁从不说不
着边际的话袁从不争出头露脸的名遥 尤其在今天袁这种精神不能成
为稀缺物种束之高阁袁更不应作为过时理念不屑一顾袁而要作为我
们党一贯的革命传统和求实精神去传承弘扬遥要知道袁不管是一个
单位尧一个地区尧或者一个民族尧一个国家袁只有这种充满老黄牛精
神的人多起来袁 才是我们今天事业成功和未来目标实现最可靠的
希望所在遥

鼠岁尽袁牛年至袁还是以一副春联为本文作结罢袁联曰院牛年使
牛劲牛气冲天再出发曰新岁开新局袁新风扑面且从头遥

牛年三喻
张 锋

野正月半袁炸麻串遥冶现在的年轻人
一定没有听说过这一民俗袁 更没有见
过这一盛况遥

在广大农村袁 过去流传着 野正月
半袁炸麻串冶的习俗袁这可是农村野闹花
灯冶的特有景观遥 记得小时候袁过了春
节就扳着手指盼元宵袁 因为这一天的
晚上是乡村的野狂欢节冶遥

野炸麻串冶是男人和孩童的乐事遥
这天袁 男人和孩童们都会早早起床袁
开始扎野麻串冶院周边用芦苇袁中间塞
紧穰草渊稻草冤袁捆扎成碗口粗细的草
把遥 芦苇起到支撑坚挺作用袁而穰草
则可慢慢引燃袁 一方面燃烧时间长袁
另一方面产生浓烟袁渲染出效果遥 在
草把中间还夹杂着芝麻秸袁燃烧起来
野噼噼叭叭冶作响袁火星四溅袁更增添
几分火爆和神秘遥 麻串共扎成十二个
节袁表示一年十二个月袁意为每个月
都平安如意尧丰收吉祥遥

天刚放黑袁圆月东升袁野炸麻串冶的
大戏就拉开帷幕遥 男人们举着火把在
前袁孩童们排队在后袁走出村庄袁来到
田野袁围绕着自家田地开始奔跑袁边跑
边喊唱民谣院野正月半袁炸麻串袁你家田
里有虫袁我家田里没虫噎噎冶野你家麦
子齐脚板袁 我家麦子齐腰杆噎噎冶
野你家菜被虫吃光袁我家菜长得绿汪
汪噎噎冶诸如此类野损人利己冶的民
谣袁很快便引起了野骂战冶遥孩童们扯
着嗓子喊叫着袁 几乎到了声嘶力竭
的地步遥 但动口不动手袁 绝不会打
架遥 大人们既不参与袁也不阻止遥 据
说袁双方骂得越激烈袁就越能如愿以
偿遥 因此袁村坊邻居晚上骂得死去活

来袁第二天又和好如初遥
野炸麻串冶的起源应该追溯到远古

的火崇拜遥过去自然灾害频发袁蝗灾时
常发生遥 据相关资料记载袁 蝗灾发生
时袁蝗虫铺天盖地袁遮天蔽日袁所过之
处袁绿色植物都被啃得精光遥农人们对
蝗虫束手无策袁 于是祈望火神烧死这
些瘟虫遥 正月初袁正是大地回春尧虫卵
孵化之际袁 各家各户便将田边地头的
枯草放火烧毁袁以期烧死蝗虫卵遥久而
久之袁世代沿袭袁便有了野正月半袁炸麻
串冶的习俗遥 因而也有地方称为野炸蚂
虫冶野放烧火冶等袁概出于此遥

月亮渐升袁大地披银袁野炸麻串冶也
渐入高潮遥在自家田里跑两圈后袁人们
便慢慢集中到一起袁 火把汇聚成了一
条条长龙袁在初春的田野上逶迤游弋遥
孩童们跟着火把排起长队袁可着嗓子尧
一条腔地喊着民谣袁此起彼伏袁互为呼
应袁声震原野遥

无数舞动的火把袁飞凤游龙袁与明
月争辉袁为大地添彩袁交汇成古老而奇
特的乡村野闹元宵冶景观遥直至夜深袁月
悬当头袁 人们才余兴未尽地带着尚未
燃尽的火把回家袁 在房前屋后又跑上
一圈袁野驱邪避灾冶后袁将火把恭恭敬敬
地簇立在自家门前广场的中央袁 焚香
点烛袁奉恭糕点袁敬祭月光噎噎

野正月半袁炸麻串冶遥传承了刀耕火
种的遗风袁是人们对野五谷丰登尧六畜
兴旺冶的期盼袁更是对野风调雨顺尧国泰
民安冶的祈祷遥 真希望野正月半袁炸麻
串冶重新点燃起民俗的风情袁再现乡村
野闹元宵冶的狂欢盛景遥

正月半 炸麻串
颜良成

有人说最不容易改变的是语言袁其实是胃遥我后来看
弗洛伊德的叶梦的解析曳才明白这个道理遥 他说什么叫本
我袁本我有个原则叫快乐原则遥 什么叫快乐袁快乐就是一
种紧张状况的消除遥 我很小的时候在乡下袁愈是过年袁这
样的体会越深遥 其实人小时候袁如果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袁
那时候给你吃什么东西你就烙下这个记忆袁 所以你到老
了还会记得这个东西遥

改变不了的是人的本性袁吃什么也是一种本性袁这个
由不得你袁这就是人之初袁地域之初袁山水之初袁民族之
初遥乡音里暗藏的密码袁与从嘴边出来的到耳朵听进去的
相比袁终究不如舌尖味蕾上的让人久久神往袁久久便成了
一种基因与宗教般的存在遥所以袁我一直认为舌尖上发出
的尖叫才是最有辨识度的遥 当然对于美好的袁诸如美食尧
美尧美景袁我认为从审美上应该是一体的尧温婉的尧奔放
的尧热烈尧清淡的尧重口味噎噎统统的袁归结为一碗人间烟
火遥

都说现在解决了吃穿温饱袁平常不是年袁天天胜似过
年遥 其实有时在吃的面前袁我们更多的是被动供食袁选择
的权利不是人人时时都有遥 遇饭吃饭袁遇粥喝粥袁我们时
常也便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遥这样的生活更多是粗放型的袁
没有精细袁没有讲究袁更无文化无诗意袁只是肉块比过去
大袁汤水比过去油腻袁肚量比往日见长遥

如果说有诗意的吃法袁我想还是从前遥有那么一段时
光袁在村庄上袁从房前的藤蔓上摘下丝瓜袁皮炒青椒袁肉烧
汤曰从屋后的河里拉上螺蛳爆炒袁酱油脚子炖豆腐遥 里下
河村庄上平常人家的午饭袁 到今都深深印记在一代一代

人的舌尖遥 还有就是进入腊月以后袁 村庄渐行渐浓的年
味袁 祖母炸肉圆的幽香盖过庄户人家平常日子的一切粗
茶淡饭遥年和胃袁此时真正浓情上演了一场 365 天漫长等
待的恣意拥抱遥

这些年袁在盐城街店袁我尝了数 10 家的鱼汤面袁最多
的还是有第一回从没有第二次的袁 也有将就再光顾一两
次的遥 但至目前袁江家的鱼汤面我还是要吃的袁天天吃都
不讨厌遥 那个面汤的做法我相信是费了功夫袁花了真诚袁
那种感觉还真是不错袁这家人抓住了我的胃袁感动了我的
味觉和胃袁也是我们的缘分遥 缘分多了袁生活中自然多了
些温馨和快乐袁这小日子自然就滋润多了遥 你看街头袁这
些年新开了很多土菜馆袁家家顾客盈门袁这当中体现最多
的应该还是怀旧情怀袁过去苦日子过来的人的一种复习袁
一种情感和物质的补偿袁 类似于与旧日情人的一场场的
奢华约会遥这好日子的好袁无论那一天都与一日三餐割裂
不开袁那么一个味儿袁地道的味儿袁真正是一个字院爽遥 贾
平凹文章里总是离不开羊肉泡馒袁 这东西难道真是多么
好吃袁不见得袁但贾平凹不提这个你难道让他去写清蒸狮
子头吗钥浴

你懂你自己吗钥 那先了解你的胃遥 你是里下河人吗钥
不管你走多远袁你舌尖上一定暗藏识别淮扬菜的条形码遥
又过年了袁无论回家还是留守袁胃和年都习惯了天长地久
的清欢遥

历尽千帆袁归来仍是少年遥我想袁其实从未改变的袁应
该是他的胃和孩提时的吃相吧浴

年是一碗人间烟火
王迎春

野腊八冶过后袁有机会去了一趟老
家河湾家园遥 正值老家的亲戚朋友蒸
包子袁 递过来的一只只雪白喷香的包
子尧 显现出来的一张张可亲可掬的笑
脸袁 不禁勾起我对儿时蒸包子的羞涩
记忆遥

苏北里下河地区每到过年袁 家家
户户都有蒸包子的习惯遥 农民一年忙
到头袁难得节日空闲袁蒸点包子袁一来
庆祝丰收袁祭祀祖先和五谷之神曰二来
改善家人生活袁养精蓄锐袁为来年生产
积蓄能量遥

包子的质量是由做包子外皮的面
粉和包子馅决定的遥 小时候袁粮食十分
匮乏袁尽管蒸包子也十分讲究袁但与现
在的包子相比袁 无论是包子皮还是包
子馅袁其质量终究不敢恭维遥

那时候袁 农家的面粉都是人工用
石磨研磨而成袁面粉分为四个等级袁一
级面粉相当于现在市场上销售的特级
面粉袁 二等面粉质量次一点袁 三等更
差袁四等面粉粗糙不堪袁一般人家就不
再提取袁作为饲料处理了曰但作为家庭
人口多的人家袁还是舍不得放弃的遥 经
过反复研磨袁 将粗糙的四等面粉提取
出来袁与一二三等面粉混合起来袁称之
为野条龙面冶遥 虽然看上去面粉不太出
色袁但是吃起来倒还很有劲道曰如果再
将一级面粉单独蒸包子招待客人袁那
二三四等级的混合面粉就明显不够出
色遥 如果再与没有肉甚至连油料都不
足的萝卜尧咸菜馅相搭配袁那种包子如
果放在现在着实让人倒味遥

尽管如此袁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
代袁 质量如此低劣的包子在人们的眼
里仍然被视为美食遥 每到哪家蒸包子袁
住得靠近的邻居家小孩都聚拢过来袁
等着吃包子解馋遥 最令人兴奋的是包
子野出笼冶的时刻袁再顽皮的小孩也规
规矩矩靠拢过来排成一队袁 等着大人
分发热气腾腾的包子袁 每人领到一个
喷香的包子后袁 根本来不及品尝便囫

囵下了肚袁还围着包子不肯散去遥
童年野蒸包子冶记忆日渐模糊袁一

去不复返遥 农村实行野大包干冶后袁农家
过年蒸包子的质量明显提高曰 特别是
国家取消野农业税冶以来袁蒸包子已不
再是过年的专利袁 而且人们对包子采
用的面粉尧馅料都十分讲究遥

但无论如何春节蒸包子总是别有
一番情趣袁过了野腊八冶袁家家户户不约
而同都蒸包子袁形成了村村飘馒香尧户
户热气腾的节日图景遥

张叔是个好面手袁 做的包子大小
适当袁纹饰均匀袁第一眼就吊人胃口遥
接过包子袁我边尝边夸遥 张叔还清楚地
记得 40 多年前蒸包子的情景遥 我与他
家的几个小孩玩耍袁由于发面迟袁直到
天黑包子还没野出笼冶袁名为玩耍实为
等包子吃的我却被家中大人叫了回
去袁错过了品尝张叔野手艺冶的机会遥

老人家高兴地说袁 过去的 野黑包
子冶不吃也罢浴 今天正巧赶上袁多吃两
个白面包子给补上遥 吃着张叔做的肉
馅包子袁面甜肉香尧十分爽口袁仿佛又
回到儿时经常在张叔家 野蹭饭冶 的场
景袁感觉十分亲切遥

陈老弟小我两岁袁曾经是我的野跟
屁虫冶袁身体小有残缺袁成家后常年在
家务农遥 他在承包的 20 多亩地上建成
了种养加野一条龙冶小农场袁成了老家
上数的野富家冶遥 不等我品完张叔家的
包子袁他就请我到他家坐坐遥 踏进崭新
的院门袁 映入眼帘的是紧贴墙根的玻
璃花房袁里面姹紫嫣红尧景色如春遥 谁
知他早已热好了昨天刚蒸的包子袁急
切地拿了一只蟹黄馅包子随手递了过
来袁非让我品尝不可遥

野白墙黛瓦马头墙袁回廊挂落花格
窗遥 冶眼前建筑古朴典雅尧流光溢彩的
具有浓厚江南建筑风格特色住宅群袁
竟然是我生于斯长于斯袁 昔日吃了上
顿愁下顿尧下过小雨无路出的老家袁一
种惬意尧羡慕尧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遥

尝包子
董素印

时光悠然袁 年华似水袁 不经意间袁
2020 年已成流年往事袁2021 年又为新的
一年如期而至遥

站在辞旧迎新的时光路口袁 免不了
要回头去看来路遥 盘点尧 重温过去的一
年:有付出袁有收获曰有伤痛袁有快乐曰有
迷茫袁有醒悟噎噎红尘万丈袁跌跌撞撞的
人生路袁琐琐碎碎的风烟事袁总会不期然
地纷扰原本平静的心湖遥

我知道袁生命在岁月里袁注定是一场
又一场的较量遥 人在希望与现实的道路
上艰难跋涉袁 总有被生活游戏而颠沛流
离的时候遥 不管人生是多么的艰辛和不
易袁生活还是要继续的遥背负着使命和职
责的我们袁没有资格去想逃避的事袁没有
理由不去挑战生活遥

在人生的旅途中袁岁月似舟袁承载着
我们划过了一年的春夏秋冬袁 岁月前行
永无停歇袁 既不能搁浅于昨日的低落与
失意袁也不能停泊于往日的欢欣与满足遥
当站在这时光路口盘点往事的时候袁也
是一次思索和总结袁为了更好地前行遥

站在新年的路口
袁微微

红红灯笼庆新春 王万舜 摄

新春的第一天袁
我徜徉在故乡的河边遥
看白云朵朵的蓝天袁
拍芦苇稀疏的水面遥
细细回味袁
静静咀嚼
这收藏着童年记忆的
乡野之年遥

曾经闭塞的乡村
被高速公路串联袁
曾经的小路小河
都呈现出陌生的改变遥
风驰电掣的车流袁
告诉我
这小小的世界
历经着沧桑变幻遥

那些个串门拜年的
姑娘小子袁
如今还有几个留守家园钥
探亲的路上遇见袁
赶紧揺下车窗寒暄遥
我问老屋后成片的大田
你阡陌纵横的缝隙
是否留存着我的童年钥

我带着我的孩子
带着侄子侄女
和他们的孩子袁
去乡村旷野里寻觅袁
在乡村年俗中流连遥

乡村之年
文心

交友钟情竹与松袁
惯于数九露芳容遥
虬枝昂首朝云瑞袁
翠蕾含香迎岁丰遥
拂雪方知心本洁袁
凌霜更显色愈浓遥
闲看梅岭花摇影袁
墨客吟哦又相逢遥

咏梅
吕庚佐

冬去春来雁南飞袁
携酒欢欣上翠微遥
世盛殷殷弹乐去袁
家和坦坦踏春归遥
愿将陈酿酬佳友袁
还用琴音赞朝晖遥
五湖升平云崖暖袁
四海高歌颂芳菲遥

贺新春
孙万楼

一晃袁牛年春节到了遥 年逾六旬的我袁常常想起儿时
过年的往事遥

分红遥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袁生产队过年分红成了头
等大事遥那时农民的收入以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为主遥
进入腊月袁生产队长尧会计等干部把生产队的收入尧支出
账算了又算袁细化到每个家庭和每个劳动力袁把收支结算
表报到大队审核后就开始分红遥 分红大会一般在腊月二
十左右召开袁最迟不得拖延到腊月廿四袁不影响大伙买年
货遥 分红会秩序非常好袁大伙儿竖起耳朵听队长讲话袁听
会计报账遥会计报账是分红会的重中之重袁他报出的每一
个数字都决定着每个家庭的年过得好丑遥 会计总是神情
严肃地报准数字袁绝不能差错遥每当报到哪户群众收入有
余袁分到现钱时袁总会赢得热烈掌声遥 当会计报到哪户人
家超支袁分不到钱时袁就会出现窃窃私语声遥 保管员将每
户分红的钱以及超支户尧 困难户安排的资金分发到各家
各户后袁宣布每户人家到养猪场领取三斤猪肉袁到豆腐坊
领取五斤豆腐遥 就这样袁分红会在大伙儿的笑声尧抱怨声
中结束遥

写门对遥春节贴门对自古流传袁写门对是文化人做的
事情遥 我记事时袁看到很多人家的门对是无字对联袁现在
想来可能这些人家没有文化袁又请不到人写袁所以就一张

红纸对半开袁一门一页贴起来遥 我家的门对是有字的袁是
十分漂亮的楷书遥这得感谢一位名叫董汝的私塾先生遥董
老先生是我县解放前后的教育泰斗袁经过野三反五反冶运
动后到我们沟浜村安家落户遥由于他和我的祖父是至交袁
所以每年写门对总是要麻烦他老人家遥 虽然董老先生为
人随和袁有求必应袁仍有一些群众不好意思麻烦他遥 即使
如此袁 我们大队及周边生产队有一半人家的门对出自他
手遥 董老先生帮人家写门对是根据各家各户的生产生活
情况袁有针对性地写门对遥 比如袁自力更生袁艰苦奋斗遥 家
庭和睦袁幸福美满遥 尊老爱幼袁和睦乡邻噎噎

看大戏遥 看戏是我儿时过年最开心的一件事遥 从腊
月二十以后袁本大队的尧邻大队的总会传来野咚咚锵尧咚
咚锵噎噎冶的锣鼓声袁每当锣鼓声敲击耳膜时袁我就丢下
寒假作业袁 和小伙伴们拔腿朝锣鼓声传来的地方奔去遥
那时舞台简单袁泥土场地袁几根木棍一架袁柴泊子一围袁
观众和演员近在咫尺袁有的还是熟人呢浴 因为文艺宣传
队都是各大队自行组织的遥 一到农闲时节袁各大队把文
艺宣传队拉起来排练节目袁之后到公社集中会演袁再到
各大队巡回演出遥 记得我们大队有一年排练的是京剧
叶沙家浜曳袁主要演员都是我们生产队里的人遥 他们在台
上演袁我们就在台下学袁时常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遥

过年往事
陈建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