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吆喝，是一种最原始、最
直接、最实在、最接地气的口
头广告。可以说，在很早以
前人们有了商品交易就有了
雏期的广告，三国时期的张
飞卖肉、刘备卖草鞋，吆不吆
喝？我想应该有吧。一天到
晚吆喝，累了，发展到敲击木
竹金属发声来替代吆喝，小
时候，一听到敲击竹筒的沉
闷嘎脆而且有节奏的声，就
知道卖馄饨的来了。若是丁
字形小铁锤敲打铁板的叮当
声，那就是卖米糖或卖糖饼
的。剃头的就挑着一头是座
椅一头烧水的形象来代替吆
喝，弹棉花的则背着巨大的
牛筋弓做形象吆喝的。报童
则有背着印着报名墨绿色大
挎包的形象，而又大声喊叫，
大多报童还会把吸引眼球的
重大新闻的标题念出来。

最先，是做生意的人提
挎着一只竹或藤的篮子卖自
家要卖的产品，东西多了就
变为挑担子。也就有了货郎
担，摇晃着拨浪鼓，吆喝着

“针头线脑顶针花线！”或“铜
铁铝锡换糖果”啊。最可怜
也是最动听最响亮的吆喝

“磨剪子呢戗菜刀”。他们一
般都是外乡人，安徽人湖北
人较多。本县人基本上无人
干这种营生。他们肩上扛着
低矮长凳，凳上安置块磨刀
石，凳脚上绑只小铁皮筒，里
面装水并插一支废牙刷，走
遍家家户户。剪刀、菜刀、柴
刀一把一把地硬磨，七十年
代，学会用硬度强合金的小
铲子铲刀刃，再用刷子醮水
磨。后来到了我妈妈操持家
务时，已经发展到先用手摇
砂轮打磨刀刃，轻快多了。
现在是我儿媳管家，坏了的
刀干脆扔掉，再也不用磨，再
买过德国进口的刀。解放后
不久的农村供销社，货郎担、
货郎车很受欢迎。

时代在发展，商业在繁
荣，吆喝也在变化，人们也学
会了用现代科技，把吆喝声
录进 u 盘磁带，再用装电池
的扩音器放出去。声音又亮
传得又广，吆喝人又省事多
好。加上配置音乐，就更
美。现在，我们这小区每天
多少个吆喝声，大多是什么
修沙发包床头包沙发的或者

是修理电器的，修电视机的
和废手机换钢精锅盆的，再
也见不到锯缸补碗修理雨
伞、套鞋的。过去，不要说补
套鞋难，买就更难。一般人
是买不起，球鞋那更是奢侈
品。下大雨，只能光脚。冬
天冷，人们想出一个好办法，
就是在棉鞋之外再套着木板
拖鞋或在棉鞋底部加订牛
皮。

科技发展，吆喝也在发
展，有的干脆把要推销的产
品性能功效优势做成光盘用
电脑放，或担子或车子，边行
走边吆喝。

吆喝声也是一个地方的
文化，比如说馄饨的称呼就
有南北之分，武宁叫“包面”，
南昌人叫“清汤”，福州人叫

“扁食”，四川人叫“抄手”，上
海人叫“云吞”，皖南人叫“包
袱”，厦门人叫“扁肉”……

吆喝在改革，支付结算
办法也在改革。现在吃早餐
或到超市购物，手机扫一扫，
一切都搞定。网上有笑话：
乞丐讨要，剩饭剩菜不要，要
钞票。如果你没有现金给，
没关系，乞丐会掏出一张印
有二维码的纸，请您用手机
扫一扫，不怕你没现金。

吆喝的方法变化反映了
每个时代科技的变化，充分
发挥优势，运用新的科技手
段来吆喝，是时代的变化。
另外，我们从吆喝的词语上
也可以看出社会的需求和人
民求购的内容也在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变化。过去人们是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
三年”，所以“磨剪子呢戗菜
刀”的吆喝遍布城乡。现在
人们的“缝缝补补又三年”的
旧观念已改变，修电视机、洗
衣机、电饭煲己代替了“磨剪
子呢戗菜刀”。你可以留心
一下，身边的吆喝声正在随
着时代的变化而悄然地发生
变化。

民间的如歌如唱的吆
喝，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了，各种有地方特色的吆喝
成为过去，一个时期一段时
间的吆喝声已经成为一个时
期的烙印，一种生活提升的
证据；一段时间的回忆，一种
家乡情结的乡恋。也就成为
一种美好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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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下我已是她第七个伢崽，虽是崽俚，但她脸上并
没露出半点喜悦。一出娘胎门，脚掌是翻转来的，母亲狠命
地把我的脚掌捩转，用破布缠着，这狠命的一捩一缠，使我脱
离了残疾人的行列。长大后我问过母亲，为什么不把我送进
医院让医生矫正。母亲说，这又不是什么先天性的，就是到
医院不还是用我这种方法。再说哪有那闲钱。她说得那么
直白。我的心怅怅的。

学校门前那条河的水经常那么浑浊，腐烂的木屑、树桠
在浊水中像奔驰的野马，跑得快极了。那条小木桥与水中的
木屑、树桠相反着跑，似要与河水中的木屑比输赢。桥是跑
的，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在跑，很想逃离这座小桥，逃到那坚
实的彼岸。倏地一脚踩空，头上的斗笠随着木屑、树桠一起，
跑得不见了踪影。我在不停地沉浮，挣扎，呛水，被憋得透不
过气来……

妈，妈。吓得一身汗的我紧搂着母亲，辛劳一天的母亲
睡得那么沉，丝毫听不见我的呼救声。又是一个梦，童年怎
有那么多梦，尽是些恶梦。不知母亲是否有梦，从没问过母
亲，想必也会有的，那她的梦又是什么呢？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直有梦伴着我，有的是梦有的是
幻觉。一次我发高烧，朦胧中父亲在外面呼唤着我的乳名。
水根呐回来没喏。似梦非梦中耳边萦绕着母亲颤颤的回应
声。来了，在这里。父母的一呼一应，使我在惊恐中又感到
了一丝安详。

能否熬过一场场病痛，用母亲的话说那就万般都是命
了。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用唤夜，收吓的方式能使我尽
快好起来，恐怕就是母亲那晚的梦。

着上没有补丁的衣裳，穿着防水的解放鞋，肚子吃得饱
球球像蛤蟆似的去上学，那应该算是当时的美梦了，可惜做
得不多，只是偶尔梦过。梦想若能走进现实，是件多么惬意
的事。

少年是个到了懂得自尊的年龄，还好，除了几个吃商品
粮的同学外，同学们的脸上丶身上，几乎是相同的颜色。菜
色的脸，打满补丁的蓝褂，齐脚踝的黑裤丶黑布鞋，好像整个
世界都是这几种色彩。母亲也只有两种颜色，能让伢崽不饿
死，不病死，也许这就是母亲全部的颜色，全部的梦。

梦中香喷喷的白米饭，老是吃不饱。跌进水田里，掉进
河里被淹得透不过气来的梦，在我的童年里一直重复地做。

而能穿上体面的衣裳，肚子不吱不闹地坐在教室里听课的
梦，在我的少年却一直很少做过。梦太大了。

母亲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她的梦，而我的梦都喜欢跟她
说。母亲就像周公样很会解梦，我说做梦饿，我说做梦跌进
水田，我说做梦桥被浊浪冲跨了，我掉下河淹死了。母亲说
梦是相反的，她的解惑使我从惊悚中得到宽慰。她说掉进浊
浪翻天的河里是财喜要来了。

童年的梦魇，伴着我挨到一九七八年，那年我中学毕业
了。梦越做越好，也越做越大。后来又在梦里梦见我那件没
有前后襟，没有袖子的白假领，变成了雪白的衬衫。骑着链
条嗦嗦作响的脚踏车，敞开的衬衫在两腋振动着，像副美丽
的羽翼，在云中与小鸟一起无拘束地飞了起来。那是我看过
邮递员的式子，潇洒极了。还梦想着能拥有一台十二英寸的
电视机，当然，我制作了一架好天线矗在屋脊上，高高的，高
过屋却下所有的房舍。屏幕上如同一面沾满了露珠的镜子，
在雪花中第一次看到了北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母亲不说
梦是相反的了，他说，看这世道说不定吃公家饭的人有，你也
会有。

一九八八年，我有了三个伢崽，还真的买了部长征牌脚
踏车，次年又买了台金星牌十二寸黑白电视机。母亲说，你
看看，你看看这世道，田地责任到人后，薯都不吃尽拿来喂猪
了，戏台还搭到了房里，这些年的变化真大，买布买糖也不消
凭票了，崽呀，你的梦灵验，你的梦妈信，你看这日子过得
……

电视机买来那天母亲在屋里走来走去，她不晓得她到底
是要做什么事，兴奋得一个劲地重复着这几句，脸上表现出
极大的满足。母亲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你这个崽俚细时
恶梦做多了，现在做的是清一色好梦，砻田作地的人有这样
的命活就够了，以后好生作好自家的田地，知足了吧！梦莫
做得太大了，心大必误。而母亲一生的好梦却定格在两年
后，那是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二年的春寒，感觉不到一丝丝寒意。不到半年，
我所在的小镇上，各种店铺一夜间像雨后春笋，把一条小街
挤得噼叭作响。祖宗十八代匍匐在田间地头的作田汉，神气
地开起铺坐起店来。南货日杂丶百货日化丶五金交电丶餐
饮服务丶修车补胎丶农具制作丶卖鱼卖肉，真是五花八门应
有尽有。一伙伙务工的农民，像潮水般－浪接一浪往南方漫

去。这些世代与泥土打交道的农民，尝试着走出家乡，来到
城市做起了工人。从此年年有乡人带着大把的银钱回家，个
个像财主似的回家做洋房，买电器，置家具。看来家具是个
不错的行当，我又做起当老板的梦。便在小镇上学着温洲经
营皮鞋的模式，前面开门店，后面办工厂，经营起家具制作丶
销售的生意来。

一段时间，小镇上经常有人家不是猪崽被偷，就是鸡鸭
被连窝端。饥寒起盗心呐，哪个吃得饱饱的愿去做这种丢人
现眼的事。物质上若是有了一定的条件，精神也会随之高尚
起来。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是光靠空洞的教育能改变过
来的，必须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才可。哪个不想有尊
严地活在这世界上，生活有了保障，谁还愿意去干这种耻人
的营生。

二零零六年后，公家不但不要了公购粮，反而补贴种田
人的钱款。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古至今没听过的
事，这有点像兔子下山倒来礼的味道。家禽家畜从此变得安
宁起来。

一次随朋友到广西北海游玩，看到每个村庄都通上了水
泥路，几乎每家门前都停泊着私家小车，使人羡慕不已，什么
时候我那个闭塞的小镇也能如此。我又做起了梦，梦见我开
上小车，带着家人走亲访友，游山玩水。这个梦只敢深深地
掩藏在心底。善解梦的母亲去世了，她永远不能帮我解梦
了，这个大梦只能暂时留在心里。使我没想到的是国家也有
梦，叫中国梦。国家的梦是要让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使
全国人民生活在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而我的梦伴随着中国梦，早就实现了，而且现实超越了
我的梦想。如今我乔迁到了美丽的休闲县城，过起了城里人
的生活，甚至于西方发达国家人的生活，还拥有两部小车，城
市乡村都有房舍。童年那条泥泞小道如今是一马平川，那条
在水中奔跑的小木桥，只留在我的记忆中。昔日那么台屏幕
上像撒洒满露珠的电视机，如今被几十英寸的数字电视机代
替，清澈得如同一汪清泉的电视屏幕，看得清人民大会堂每
个人的笑脸，听得清从那里发出每句使人感动的声音。日子
过得越来越滋润，比城里人还城里人。

我相信我的梦不会定格在这里，还会有更美更大的梦。
梦会继续着，因为我是有思想灵魂的。

陈世旭 题

我们的谈话就在宽松愉
悦的氛围中，从一件衣裳说
起。

一九七八年,那年我才
九岁，读小学。我老家在江
西省武宁县南岳乡一个叫梅
溪的小山村。梅溪，多有诗
意的名字，但很穷，在一九七
八年。我还记得那天，快过
年了，父亲和母亲去船滩镇
卖鸡蛋和笋干，临走时他们
叮嘱我看好家，母亲说，鸡蛋
换了钱给我扯布做新衣服。
天很冷，但我满心欢喜地等
着我的新衣服，我猜想我的
新衣服应该是大红的棉袄罩
褂，我身上的棉袄是哥哥穿
旧了的，暗蓝色，穿在一个小
女孩身上多滑稽啊，要是有
件红色的罩褂就好了。那
天，我没有等来红棉袄罩褂，
天快暗了，父母还没回家，我
又冷又饿，我和哥哥试着自
己烧火做饭，我们烧起火塘，
吊锅里坐上水，水开的时候，
邻居李大妈慌慌张张地跑进
来，说父母私自贩卖鸡蛋笋
干，投机倒把，被抓起来了。
我和哥哥惊呆了，哥哥拿着
水瓢的手猛烈晃动，滚烫的
水泼到我脸上。

当然没有红罩褂。我的
暗蓝色棉袄的童年。

不怕你笑话，我读书成
绩不够好，初中毕业时我没
有考上县一中。父母也没有
觉得多遗憾，他们决定送我
去学门手艺，父亲说，一个女
孩子，有门过硬的手艺将来
好嫁人。父亲征求我的意
见，问我想学什么。

裁缝。我想都没想便告
诉父亲。暗蓝色棉袄的童年
在我心里留下很大一片阴
影，我要学裁缝，为自己做好
看的衣服，红的绿的。

父亲通过一个在县教育
局做官的亲戚把我送到县城
学裁缝。学徒期满后，我再
没想什么为自己做好看衣裳
的梦了，我得挣钱还学费，挣
钱养活自己，养活年迈的父
母。还是父亲，他通过熟人
在东林乡毛田村为我找到一
间空房，我开始在那里教徒
弟，都是些山里的女孩子，她
们跟我学裁缝，三十元一个
月，开始是十二个徒弟，后来
名声越来越好，最多时有二
十八个徒弟，那是上世纪八
十年代，有一天，我发现自己
有了一千多元的积蓄，这算
是我的第一桶金吧。我决定
到船滩开一个裁缝铺。船滩
是武宁北部一个较大的乡
镇，东林南岳上汤等几个乡
的人到武宁修水都要经过船
滩，上世纪八十年的时候，船
滩的个体经济发展较快，蜿
蜒曲折的街道两边商铺林
立。那个时候，商品经济刚
开始在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农民头脑中萌芽，船
滩有那么繁荣的市场真不简
单。

我的裁缝铺开得并不顺
利，限于资金，我租的铺面是
一个木板棚，另外，街上已经
有三四家老师傅开的裁缝
铺，我的生意可想而知了。
这时，我认识了我的丈夫汪
和富。他也是南岳大山里走
出来的人，在船滩街上摆摊
修自行车。我们俩结婚后，
大儿子很快出生了。因为要
照看小孩，我没有很多的时
间打理裁缝铺了。丈夫说，
我们干脆不开裁缝店了，我
去南昌批发衣服来卖。我觉
得这个主意很好，说干就干，
丈夫的自行车摊也不摆了，
我们凑了些钱去南昌进了第
一批衣服。船滩镇卖成衣
的，我算第一个吃螃蟹的，生

意出奇地好。一批批的衣服卖出
去，我们手头的钱越来越多。那
年，我就像衣服架子，穿了各种不
同款式的衣服，算是补偿我童年时
的亏欠。

当然有困难。那时候，社会风
气不好，我和丈夫是外地人，街上
一群混混经常来找麻烦，索要保护
费，或者拿了衣服不付钱就走。有
一次，丈夫气不过了，拿了一把斧
头站在板棚门口大喝道：“你们谁
敢过来，老子和你拼了。”真奇怪，
那次之后，找上门来闹事的混混便
没有了。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
社会风气好了，这种黑社会性质的
小混混早就没有了，我们做生意
的，只要诚信经营，没有谁来找麻
烦。

在船滩的时候，为了增加收
入，丈夫买来农马跑短途运输，我
要看店，儿子没人看管，全靠邻居
大妈帮忙看护。

我想起来了，二十多年前回家
过年的时候，家里凭空多出一个白
胖的小男孩，妈妈说是对门板棚里
卖衣裳的老板娘的。下午，我送那
男孩回家的时候，看见老板娘还在
忙着与顾客讲价钱。她身上的棉袄
很新，但看上去有点艳俗，无论面料
还是款式都上不了档次，她的脸上
有一块明显的烫伤疤痕。

那年的生意很好，王总说，但天
有不测风云，算算离大年三十还有
五六天时间，我叫丈夫去南昌洪城
大市场进最后一批货，那时，洪城大
市场有点乱，治安不好，丈夫和富进
的两大袋衣服全部被小偷偷去，也
就是说，这一年起早摸黑地干，挣的
一点钱全部打了水漂。大年三十，
我和丈夫相对无言，眼泪往肚子流。

新年过后，VCD在镇上悄然流
行起来，我们决定改行，卖VCD等
小家电。没有进货的资金，我和丈
夫各自回老家借。我们双方父母都
是山里人，没有什么储蓄，几天时
间，我们在各自的村里东借西凑，也
没有凑住进货款。后来，我和丈夫
跑到修水县城，一人卖了四百 CC
的血。

第一批 VCD 进来后，卖得很
快。我们进的是万利达、步步高、奇
声等一线品牌，薄利多销，积攒了声
誉。

我的生意好了，镇上卖VCD的
商家也多起来。有两个上汤人，一
人买了一台步步高VCD，他们坐同
一辆车回家，互相询问 VCD 的价
钱，结果在我家买的比另一家少了
几十元，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机子，
在另外一家买的上汤人立即下车去
找商家退货。货是退了，另一商家
的老板对我们怀恨在心，仗着自己
是船滩人，带着儿子女儿到我点里
来闹，石头砖块砸碎了我店里的玻
璃。我和丈夫不想把事情闹大，没
有报警，我想，用一颗宽容的心对待
别人，好人一定会有好报。

生意好起来之后，我们开始扩
大经营，彩电、冰箱、洗衣机等那个
时代热门的电器都卖。镇上美化集
镇的时候，我们拆了板棚，盖了一栋
前铺后卧的三层楼的小洋楼。

二零零三年，想让儿子读一所
好一点的学校，就卖了船滩的房子，
到武宁来发展。还是做家电生意，
在武宁三友转盘开了家家电超市。
家电超市开业的头一天，县城里主
要的家电商店，我挨家挨户去打招
呼，希望得到同行的帮助，那些家电
行业的店老板，他们并不领情，一个
个冷脸相对。我不生气，同行是冤
家，谁都知道。我的家电超市做得
很顺利，我卖大品牌，薄利多销，我
诚信经营，做好售后服务。良好的
经营理念换来了好的口碑。俗话
说，金杯银杯不如好的口碑，我的大
众家电超市开业一年，武宁规模小
的电器店便关了六家。我一一上
门，把他们的尾货按进价收购，帮助
他们渡过难关。

二 0 一一年，我开始投资时代
商城的商铺。这些年来，国家的政
策好，只要你合法经营，国家就会为
你保驾护航。

我没什么秘诀，市场需要什么
我就卖什么，诚信经营。应该说我
的运气挺好的，投资什么都挣了
钱。得感谢这个时代，如果不是改
革开放，很难想象，我一个初中毕业
的山里的女孩能做什么。

我现在不做生意了，儿子澳大
利亚留学归来在深圳工作，女儿读
初一，他们会有更好的前程的。我
要开始享受生活了。我们一群要好
的姐妹组织了一个名叫“锦绣年华”
的旗袍走秀时装表演队。有一次，
在八音楼走秀，当我穿着华美的旗
袍在七彩灯光下慢移莲步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了我生活过的山村，我
的“黑蓝棉袄”的童年。在山村，还
有农民没有脱贫，我应该尽我所能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和我
的姐妹到偏远山区走访，看到还有
一些山里人的孩子因为没有钱而辍
学在家，一些家庭因病致贫。于是，
我便组建了“佳家爱心助学会”，帮
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不，又忙
上了。说句真心话，我得感谢改革
开放，它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

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印记，每个人都有难忘的钟爱。
八零后喜欢看电视，零零后喜欢玩电脑，如今的小孩都喜
欢玩智能手机；而六零后、七零后，当年喜欢听收音机。

收音机一度属于重要时尚家电，那时陪嫁提“三转一
响”，“三转”指的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一响”指的就是
收音机。买台收音机不容易，好的三、四十块钱，相当于普
通工作人员一个月的工资。家里买过多台收音机，妈妈和
我们兄妹都喜欢听，如果坏了修不好，就跟丢了魂似的，做
什么事都没有劲，于是求着爸爸再买一台。记得最深的是
一台宫灯牌收音机，外形就像砖块大小的黑匣子。那时放
学一回家就找收音机，带着收音机放牛、拔秧、割禾、挖地，
睡觉也把收音机放到枕边，人睡着了，收音机还在响。

最喜欢的是听评书，单田芳的《隋唐演义》，每天一集，
中午12：30开播，将近半个小时，那时“追书”就像现在的

“追剧”一样上瘾，“追书”队伍十分庞大。十三条好汉，李
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倒背如流；他们用什么兵器，
有什么暗器、杀招，一清二楚。记得有一次家里的收音机
坏了，邻居家有一对新婚夫妇，买了台像床头柜样的收音
机，正放着评书，就跑到他家新房去听。当时正值“双抢”，
我一个半大小子从田间回来，一身的汗水，穿着短裤，打着
赤脚，脚上还有泥，真是鲁莽，后来回想都不好意思。同
样，田连元的《水浒传》、《杨家将》，刘兰芳的《岳飞传》都令
人回味无穷。单田芳的声音沙哑、浑厚，田连元的声音轻
快、利落，刘兰芳的声音干练、气足。听着这些评书家的声
音，就像清泉流过山石，滑滑的，爽爽的；就像痒痒挠轻轻
地挠在心里，痒痒的，酥酥的；又像喝下一杯烈酒，酒气直
冲头顶，让人热血沸腾，手心出汗。这些评书以传奇故事
的形式让我们了解了历史，接受了艺术熏陶，也在“好人”

“坏人”的评判中树立了英雄榜样。
广播剧也是我爱听的一个栏目，印象深刻的是《人到

中年》，还记得陆文婷的执着与心累，记得那温情的表白：
“我愿意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长春藤, 沿着
我荒凉的额, 亲密地攀援上升。”还有诗词欣赏——柳永

《望海潮·东南形胜》，描绘了清明上河图般的胜景。《每周
一歌》——佟铁鑫的《小贝壳》，那浑厚的中音勾起无边的

眷恋。我就像一个山野牧童，追随天籁之音来到一座美丽
的庄园，在爬满鲜花的栅栏边转悠，周边鸟语花香，内心充
满了对神圣殿堂的好奇与向往，期盼有朝一日登堂入室。

参加工作后，也买过几台收音机，都是便携式的，大一
点的也就巴掌大；小一点的就像小块的香皂，可以塞在上
衣口袋里，但只能收听二、三个台。贵一点的四、五十块
钱，只占工资的十分之一，可收长、中、短波，电台无穷多。
随着电视的普及，彩色、高清、超薄、大屏电视一路高歌，电
脑也日渐普及，收音机行情也一路下滑，跌至冰点。

真正成为收音机终结者的还是手机。随着科技的进
步，在悄无声息中，手机打败了电脑、电视、相机，移动支付
还将实体商铺、银行柜台、各项收费行业逼入尴尬境地。
收音机作为一种简单的音频机器，早已败下阵来。现在大
多数手机都内置了收音功能，插上耳机就可以收听调频广
播；智能手机还内置了网络收音机，比如“喜马拉雅”里面
有声小说、相声、评书、新闻、音乐、英语等节目应有尽有，
不过听起来费流量。带上手机就能听新闻、听音乐，能够
满足听收音机的几乎所有需求，而且手机作为“最贴身的
伙伴”是不能离身的，谁还带收音机出门，谁还会买收音
机？于是收音机就退缩到被人遗忘的角落，连老年人都带
上可以插内存卡的小功放机，可以收音，但最大的功用是
放音乐跳广场舞，或者听戏。倒是有少数发烧友还在关注
收音机的发展，关注数字收音机，关注德生、熊猫等知名品
牌，网购收音机也有较大销量；还有人办起了收音机博物
馆，珍藏时代的记忆。

我够不上发烧友级别，只能算收音机爱好者。不仅
仅是初恋般的怀念，更是喜欢那种生活方式，喜欢那种
洗涤心扉的感觉，喜欢获得精神愉悦的同时眼睛和双手
自由放松。如今，早晚戴上耳机、听着收音机跑步或散
步，仍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标配”。

事物兴替，革旧迎新，科技的力量势不可当。从收
音机发明到今天不过百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不过四十
年，收音机已从流行走向独行，家乡也从落后走向进步，
国家也从贫弱走向富强。收音机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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