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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墨卿

我是“电视迷” □洪建国

中国红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骄傲
的颜色， 甚至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图腾
和精神皈依。 中国人的近代史就是一
部红色的历史， 承载了中华儿女太多
的红色记忆。 红色， 是嘉兴南湖的红
船， 是过雪山草地的赤胆忠心， 是革
命先烈们的抛头颅洒热血……

如今， 中国人过上了红红火火的
好日子。

2023兔年春节， 满屏喜庆、 吉祥、
热闹的红色： 大红灯笼高高挂， 五星
红旗迎风飘； 人们身穿红衣逛街， 吃
着红色冰糖葫芦 ； 红色春联 、 福字 、
窗花、 中国结铺天盖地； 连军人守卫
的祖国边疆、 寒冷的西藏高原和边陲
小岛等人迹罕至的地区都铺满了红色。
从雪花飘飘的浪漫北国到春意盎然的
岭南大地， 遍地张灯结彩、 人山人海，
喜气洋洋， 一扫三年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的阴霾： 在首都北京逛庙会； 登顶

泰山一览众山小； 在洛阳不夜城领略
大唐神韵； 在西安古城赏花灯； 在扬
州欣赏叠翠流金的瘦西湖美景、 品尝
扬州小吃；在云南看花海、吃米线；在湖
南吃流水席；去汕头看舞步豪迈、英姿
飒爽、撼人心魄的潮汕英歌舞；在姹紫
嫣红、花香四溢的岭南逛花街、买年花、
行大运，感受在船上看烟花、听音乐会
的浪漫，围炉煮茶，体验粤味新年，粤语
歌曲《迎春花》响彻大街小巷，“好一朵
迎春花，人人都爱它……”

从国际空间站上俯瞰祖国神州大
地， 流光溢彩映夜空， 美轮美奂年味
浓。 连外国人都不约而同庆祝中国新
年， 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学习包饺子、
写福字， 意大利、 法国、英国、美国、加
拿大、巴西等国的华人华侨和外国人一
道庆祝中国新年， 外国人身披红袄，一
起欢欢喜喜过大年，已然辨不清是国内
还是国外了。有些舞龙耍狮队员的扮相

有模有样、动作一板一眼，凑近了才发
现戏服下面居然都是一张张外国面孔。
还有扭秧歌的也都是外国姑娘。不知从
何时起外国小伙爱上了舞龙耍狮、外国
姑娘悄悄迷上了中国广场舞。连许多外
国政要也身穿红色印花的华服，参加了
庆祝中国新年活动。 中国红不仅红遍
祖国大江南北， 也红遍了全世界， 中
国红俨然成为了世界流行色， 中国新
年也成为了普天同庆的盛大节日。

这是三年以来最隆重的活动了 ，
到处火树银花、 锣鼓喧天、 炮声齐鸣、
烟花绚烂、 花灯璀璨、 金龙迎春、 瑞
凤呈祥 ， 人们欢天喜地 、 载歌载舞 、
祈福迎春、 红红火火过大年。

回想这三年以来的艰辛抗疫历程，
中国依然昂首阔步、 奋斗拼搏， 一艘
艘成功发射的神舟飞船将一面面五星
红旗送上太空。 祖国的日益繁荣和强
大， 让我们得以享受岁月静好的安宁

生活。 当我们的同胞受到欺负， 是祖
国在保护我们 ， 做我们强大的后盾 。
孟晚舟回国 ， 飞机打开舱门那一刻 ，
只见她身着一袭靓丽的红裙走出来 ，
眼前是同胞们挥舞着一面面五星红旗
热烈欢迎她。 霎那间， 孟晚舟热泪盈
眶， 在向同胞和伟大的祖国深情鞠躬
致敬后开始了激情洋溢的发言， 声音
颤抖着感谢祖国和同胞。

如今， 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不断提
高， 爱国热情不断高涨： 喜欢穿汉服
和华服的人与日俱增 ； 越来越多中 、
外人士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 如书法 、
国画、 戏曲等； 更多外国人迷上中国
美食和中国功夫； 中国元素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在世界舞台， 在国际时装秀
上， 融合非遗元素的中国风时装大放
异彩。 深刻领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
的， 最美不过中国红！ 祝愿我们的祖
国红红火火， 兔年大吉！

最美不过中国红 □杜一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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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电视机的产业发展已进入
到相当成熟的高科技时代， 设计越来
越智能， 功能越来越强大， 什么大尺
寸、 超高清、 高色域， 既让人眼花缭
乱也符合我的感受， 因为我是一个铁
杆 “电视迷”， 而且一迷就是几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 家里节衣缩食，
购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 一个
方方正正的 “箱子”， 设计很简单， 红
红的壳子外嵌着一个显示屏， 外表有
一个电源开关钮、 调音钮、 旋转调台
钮， 还有一根可伸缩的天线， 印象中
机壳上印了一只梅花鹿。 那些年， 谁
家买了电视机可算是村里的 “爆炸 ”
新闻， 乡亲们争相前来参观。 一到晚
上， 我家还没吃完饭， 周围的邻居们
就不约而同地来到我家， 为的就是观
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 《霍元甲》。

有一年， 我的腿划破了， 躺床上
养伤。 一天晚饭后， 大人小孩来我家
看电视， 不大的屋子里围满了人， 起
先还和我聊天 ， 但一听到 《霍元甲 》
主题歌 《万里长城永不倒》 响起， 小
孩们都呼地爬到我床上且没了声息 。
这时 ， 不知那个家伙踩中我的伤腿 。
我大叫起来， 但查不出 “真凶” 是谁，

因为床上的人太多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 躺在床上的我

感觉身体是斜的。 往床边一看， 床腿
被压塌一截， 直接陷进一个洞里。

秋收到了， 院里堆满玉米， 要将
这些玉米剥完皮， 还真费点时间。 我
灵机一动 ， 高兴地劝父母不要干了 ，
并说晚上准能剥完这个玉米山。 父母
说我吹牛， 一吃完晚饭就赶紧剥玉米，
我先是搬一把椅子放到院子中央， 接
着把电视抱出来放到椅子上。 父母问
干什么？ 我说看着电视干活不累。

不一会儿， 聚集到我家看电视的
人越来越多。 我笑着说： “麻烦大家
看电视的时候， 顺便帮着剥点玉米。”
大伙也都很主动， 七手八脚地剥起玉
米来。 一旁的父母直笑我， 说我人小
鬼大。

晚上八点， 电视连续剧 《八仙过
海》 准时开演， 但大家光顾着看电视，
干活的速度明显放慢了下来， 有的手
中拿着玉米看迷了眼， 更甚者将玉米
扔到别人的头上。 被砸的小伙子嚷嚷
“谁这么不长眼， 玉米都砸我头上了，
别光顾着看电视， 快点干啊！” 有人撇
撇嘴说： “这还不快呀， 真是狗咬吕

洞宾， 不识好人心！” 大伙一听， 哈哈
大笑起来。 当电视散场时， 成堆的玉
米山被 “拿下”。

我家住村东， 村西有亓家。 自从
我家的电视机遭电击 “不出人影” 后，
我便成为亓家的常客， 常和小伙伴去
人家看电视剧 《西游记》。 亓家人没有
孩子 ， 孩子们一去他家便热闹起来 ，
我们先是摆好自己的板凳， 尔后帮亓
家人打扫院子， 等待电视剧开演。 后
来， 大家索性将板凳放在亓家， 谁去
得早就先摆板凳， 每次看完又把板凳
统一放到西屋里。 再后来， 小伙伴们
还排起了摆板凳 “值日表”， 大家恪尽
职守， 板凳摆得整齐划一， 多次得到
亓家人的表扬， 还常分到亓家人的糖
果、 瓜子吃。 每次看完电视回家， 一
路上大家有说有笑的， 还沉浸在热闹
的剧情中， 或猜测下集剧情， 或比划
孙悟空的标志动作。

儿时的记忆尘封脑海， 每次翻阅
仍历历在目。 有时自己不免抿嘴作笑，
味还是那股味， 剧还是那个剧， 情还
是那段情， 爱还是那份爱， 无非光阴
似箭， 人到中年， 仍像那个痴迷追剧
的少年， 看人间酸甜苦辣、 喜怒哀乐。

买老醋
山西老陈醋 东北大头蒜
冬日装一瓶 绿珠佐餐饭

天飞雪
风吹怜木瘦 鸟落觅叶陪
静待天飞雪 温茶看树肥

备零食
猫冬日影长 腹内起饥荒
摊饼干薄脆 围炉佐书香

巧借力
事事讲方法 蛮行累老腰
机关轻借力 超越领风骚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人生若水， 日月如梭
58载岁月如烟如渡
哭过， 怒过， 恨过
似烈马咆哮在泥泞大漠
喜过， 爱过， 笑过
如松脂终于磨砺成琥珀
哭过， 曾一度被打入另册
前路布满崎岖坎坷
怒过， 山中有残害生命的毒蛇
人间有为虎作伥的腐虫
恨过， 恨那见死不救作壁上观
的冷漠
憎那投井下石的邪恶
喜过， 忠奸总有了分辨的时刻
历史终于走出了停滞的旋涡
爱过， 鹿鸣于野鱼戏于波
蓝天飞来吉祥的白鹤
笑过， 枝头悬挂累累的红果
山川隆起丰收的欢乐
我的恨是三九奇寒
我的爱是七月流火
否则 ， 诗人只能 是 帮 闲 文 人
的同伙
诗只能是庸俗无聊的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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