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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6日 星期日08个人史记 每个普通人的故事 都是历史的一个碎片
WEEKEND

每个普通人的一个故事，一
段回忆，都是历史的一个碎片。
大周末“个人史记”版展示的就
是我们读者自己曾亲身经历的
一段故事：您小时候玩耍过的坝
子、长大后生活的院落，可以汇
集成为一个个老地方的故事；让
您难以忘记的一个人，对您人生
影响巨大的亲友，可以汇集成一
段段故人旧事。欢迎您将故事写
下来，与更多的人分享，如果这
些故事还有照片，也欢迎一并寄
来。我们将挑选富有生活气息、
又有时代特色的内容刊载。
■投稿邮箱：
chengdu101@qq.com（请注明
“个人史记”）
■邮寄地址：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
商报“大周末”工作室（来稿不
退，还请自留底稿）

给女儿买了一大兜雪糕冰棍儿，她翻找了半天，嘟
着嘴说：“怎么没有那种奶油冰淇淋？这些都不好吃！”我
买的雪糕种类多样，样式口味各异，价格1元、2元、5元
不等，怎么就挑不出喜欢的口味来？

我自己就最喜欢里面的一种“怀旧冰棍儿”。那种冰
棍儿只要1元钱，外面是简单透明的包装，里面的冰棍
儿则像冰凌一样清透。没有甜腻的奶油味儿，却清甜解
渴，和我小时候吃的冰棍儿口味一模一样。后来和同龄
人说起来，大家都有同感，说有种怀旧的味道，这种冰
棍儿，吮一口，种种滋味，才下舌尖，又上心头，时光仿佛
突然回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

那时候，炎热的
夏天能吃上一根冰
棍儿，是多么幸福的
事啊！我记得祖母的
小院里，有一棵大槐
树，撑起满院的荫凉。
我和堂姐堂妹们在院
子里跑着，闹着，祖母
一边纳鞋底，一边笑
眯眯地嗔怪道：“大热
的天，也不知道安生
一会儿。”

突然，街上响起
吆喝声：“冰棍儿，冰

棍儿，2分钱一根！”我们立即停下来，竖起耳朵听，然后
央着祖母，让她给我们买冰棍儿。我们姐妹5个，5根冰
棍儿要1毛钱。祖母看着我们个个跑得满头大汗，咬咬
牙，从兜里掏出手绢，把手绢一层层打开，用手指蘸点唾
沫，反反复复数着仅有的几张毛票，一狠心，抽出一张。
拿着祖母给的1毛钱，我们又蹦又唱，兴奋极了。

冰棍儿买了回来，姐妹们一点点吮吸着，谁也舍不
得用牙咬着吃，只是用舌头舔，无比珍惜。天知道冰棍儿
有多好吃，凉爽爽，甜丝丝，凉爽清甜的感觉，从舌尖，传
遍了全身！我们都知道，这根冰棍儿有多么昂贵，是祖母
从买菜种的钱里抠出来的一点儿。姐妹们都举着手中的
冰棍儿让祖母吃，祖母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她推开我们
的冰棍儿：“没白疼你们！我不爱吃，我嫌凉！”然后，依旧
埋下头纳鞋底。

昂贵的冰棍儿不可能天天吃到。有一次，街上来了
个卖冰棍儿的小丫头，是堂姐的同学。我们都撒了欢，帮
着她吆喝起来。一群孩子一起吆喝，声势浩大，冰棍儿很
快就卖完了。可是我们的嗓子都喊冒烟了，她走的时候
都没有舍得让我们吃一根。我们也不怨她小气，这么“昂
贵”的礼物，她一个孩子是做不了主的。我们只有咽着口
水，目送她远去，嘴里还不由自主地喊着，“冰棍儿，冰棍
儿……”

我把冰棍儿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女儿有些不屑地笑
了：“老妈，你太夸张了吧！”不是我夸张，我知道，现在的
孩子永远无法体会吃到一根冰棍儿的快乐。 （马亚伟）

冰棍儿，冰棍儿！

八件海魂衫
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那种横条

纹蓝白相间的海魂衫，在城市年轻人
中时髦成风。那时候，身穿海魂衫，下
穿管裤，脚踩回力鞋，是城市时尚青
年的标配，女孩子穿上也英姿飒爽。

但成都商场的海魂衫供不应求，
早已断货，刚巧我们支边的县城芒市
百货商店有卖。我同小田仔细规划了
出行方案，最后决定：头天晚上便向
队长递交病假条请假一天，然后第二
天早上偷偷爬上总场拉木料的大卡
车，车到县城我们即下车去百货商店
买东西，那辆大卡车运到木料返回
时，我们再搭便车回队上。这样就能
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计划似乎出奇顺利，第二天早上
我和小田在公路边顺利地上了车，刚
中午便到了芒市。我们下车后抓紧时
间去小馆子吃了碗米线，立即赶到百
货商店，想到好容易来一趟，干脆将
身上所有的钱凑一起买了八件海魂
衫，这才悠闲地赶到“三棵树”——那
是回农场的必经之路，已经有好几个
人在候车了。一切都在计划中，没过
多久，大卡车也到了，大家一拥而上，
把驾驶员吓了一大跳，来的时候没几
个，怎么回去一大群？他立即朝车上
的人吼道：“快下来，快下来！”车上的
人坐在木料上，你看我，我看你，但就
是谁也不动。

“咱农场职工坐农场车，正该
啊！”有的人还在车上低声嘟囔，驾驶
室就走出一个人，逐个确认了车上人
的身份，见大家都不下来，随即指挥
驾驶员将车开到客车站。一打听，只
有明天早上才有班车了，没办法，驾
驶员又拉着木料和人在县城街道上
转了几个来回，最后停在招待所门
前。那人向大家宣布：“今天太晚了，
行车不安全，明早再走。”

直到看到驾驶员一行登记交费
住下后，车上的人才心不甘情不愿的
下了车。这只苦了我和小田，身上的
钱全部都买成海魂衫了，又该往哪里
去呢？我们只有死死待在招待所守着
那辆车了。

芒市气候变化大，早晨出来穿衬
衣还热，晚上却冷得打哆嗦。我和小
田挤在一个楼梯角落里，把才买的海
魂衫全部穿在身上取暖，中午的一小
碗米线早已不见踪影，肚子咕咕直
响，应了那句“又冷又饿，日子难过”。
我俩一会儿背靠背的挤在一起打瞌
睡，一会儿又起来活动酸痛的身体，
天怎么就不亮呢？

正当我们迷迷糊糊昏睡时，驾驶
员一行从楼上轻手轻脚地下来了，一
看我俩蜷缩在角落里冷得打抖，关心
地问：“咋不进屋来挤一下嘛，也暖和
些。”我们还是有点感动，饥寒交迫，
只盼着尽快赶回农场。看来他们的缓
兵之计起了作用，现在只剩我和小田
两个搭车人了，司机再三叮嘱我们注
意安全，一定要紧紧抓住捆木料的绳
子，这才开车上路。山路崎岖不平，我
们坐在木料旁，一路眼睛睁得大大
的，精神不敢有丝毫松懈。

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后，在天快亮
时卡车终于到了，这时我们已经冻得
说不出话，身体几乎僵硬，头发眉毛
全都结了一层白霜，费了不少力才从
卡车上爬下来，回到寝室好一阵才缓
过气。这趟的收获都穿在身上了，只
是我的手不知什么时候被木料划破
了，血都把刚买的海魂衫染红了。

那件染有血迹的海魂衫我自己
留着，知青大返城时我专门将它带回
了成都。虽然后面不流行了，不过，我
还是像宝贝一样放着呢。 （漆巨林）

征稿启事

梦回小池塘
又一次被老公从梦中摇醒，“梦见什么

好事了，笑得那么开心？”“我又梦到我们村
的池塘了，我们正在捞鱼呢！”梦中的池塘，
在我们村的东边，是我们每天上学、放学的
必经之处。

春风还料峭的时候，池塘上的冰一块块
融化开来。池塘边的柳树枝鼓着一个个小芽
苞，吸引着我们随手折下，用手一拧，做成柳
笛。一声声参差不齐的响声，迎着夕阳，把我
们带回家。

池塘里的薄冰完全消失的时候，我们就
把书包往地上一扔，随手捡起一块碎瓦片，
身子前倾，右腿前弓，左腿拉直，右手用力向
池塘一甩，瓦片侧着水面漩起一个个水漂，
惊得鸭子扑棱棱飞出老远，留下我们一连串
的笑声。

池塘边的柳树枝繁叶茂，遮挡住炎炎烈
日。树荫下，勤快的女人顾不上午休，三五成
群，东家长西家短地搓洗着衣服。一群群男
孩子，光着身子，泥鳅似的在池塘里钻进钻
出。“去，去，去！一边玩去！”女人们会及时撵
走把水弄浑的孩子。女孩子胆子小，不敢下
水，就在池塘边挖一个小坑，灌满水，从池塘
里捞出一个个长尾巴的黑蝌蚪装进去。有
时，我们也用本子纸折成船，放在水里，比赛
谁的纸船走得远。池塘边上，女人的说笑声，
孩子们的打闹声，枝头成群凑热闹的知了
声，混成一片，组成了一曲动听的交响乐。

有时，贪玩的男孩迟到了。老师问：“是
不是又跳水了？”“没，没有。”这时，老师只需
在他的胳膊上轻轻一刮，一条干干净净的白
色印痕就足以证明他说了谎。“老师，我就跳
了一小会儿。”“还不赶紧回座位去！”

当池塘边的柳树叶子落光掉净的时候，
池塘里的水就结成了厚厚的冰。这时候，大
点的男孩子会划着自制的冰车，在塘面上滑
来溜去，引得无数孩子羡慕不已。星期天，我
们扛着铁锤到冰面上捞鱼。用铁锤把厚厚的
冰面砸开一个洞，把长长的网袋放到水里，
有时能捞小半桶。带回家让母亲做成小酥
鱼，那才真是人间罕见的一道美味呢。

如今，村东的那片池塘已经全部盖成了
二层小楼，小学也搬走了。但那份快乐、那份
纯真烂漫，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
梦中永久的记忆。 （贾美芳）

头戴西瓜帽
什么是西瓜帽？我说的西瓜帽，不是时

髦的西瓜样式的帽子，而是名副其实的西瓜
做的帽子。

小时候，我特别渴望能有一顶军帽，但
在那时候，这几乎还是个无法实现的梦。邻
居小刚的表哥当兵退伍回来，送给小刚一顶
军帽，小刚在里边垫上牛皮纸，把军帽撑得
饱满威风，我们一群小朋友天天去看，天天
去摸。

好在年年都有一个夏天，供销社里凭号
供应的西瓜，让邻居们同一天都可以买到。
草绿色的西瓜壳，可以满足我们拥有军帽的
梦想。

那时候，我家的西瓜都是由母亲来执
刀，从中间一切两半，然后拿勺子把西瓜瓤
掏到粗瓷碗里，剩下的西瓜壳就是我和弟弟
的了。

我和弟弟快速吃完西瓜，先在脑袋上戴
上父亲用牛皮纸做好的套子，然后把半个西
瓜壳往脑袋上一扣，把木头手枪往腰上一
别，形象那个酷，心情那个爽，绝对不是随便
几个形容词就能表达准确的。

“武装”完毕，我们立刻出去招兵买马，
各自唤来相好的小朋友们，每人戴一个西瓜
帽，拿一把木头手枪，各自占领一个有利地
形，口里模仿着枪响的声音，这“仗”就正式
拉开帷幕了。

我们戴着西瓜帽在村里列队前进，故意
把脚上的破鞋子踏得山响；我们戴着西瓜帽
钻防空洞，模仿地道战；我们戴着西瓜帽攻
山头，模仿《智取华山》……

西瓜帽是有保质期的，一般来讲次日就
臭。臭了的西瓜帽也不能扔掉，母亲还要用
它喂家里那头馋嘴的花母猪呢。喂来喂去，
放养的花母猪一见我们戴着西瓜帽玩，就在
我们屁股后边撵。

现在吃西瓜，我经常会想起小时候戴着
西瓜帽去战斗的情景。有时候真想把西瓜壳
戴在头上，再回到童年一回。 （陋岩）

网购了一双白色皮凉鞋，纤细的鞋
带上点缀着颗颗闪亮的水钻，看上去精

美别致，像件工艺品。不由想到了小时候
夏天的凉鞋，那时小伙伴们能有一双塑料

凉鞋就很不错了，而我，穿的是母亲做给姐
姐穿的方口黑布鞋。等姐姐穿小后再给我穿

时，鞋面都快要磨破，脚指头都快露出来了。
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姥姥家，看到表姐的凉鞋

很好看，我就和她商量换着穿一会儿。表姐同意了，
我兴奋不已，拉着她来到村外的水塘边，想伸脚体验

下划凉水的感觉。谁知脚刚伸到水里，一滑，我整个儿
人都溜进了水塘里，水没到脖子，幸好胡乱拽到树枝。
表姐赶忙把我拉了上来，上岸后，衣服湿透了，我怕母
亲训我，在太阳下晒了好久，等到衣服快干时才回曲。到
家后，表姐还是把我掉进水塘里的事跟大人们说了，母
亲沉默半天后，对我说，只要再不去水塘边趟水，就给我
买一双凉鞋，我兴奋不已。

没几天，母亲从集上买回一双粉色的塑料凉鞋，看
着特别好看，我迫不及待地穿上，却发现鞋比脚大了好

多，母亲说，她特意买大了两个号，这样我能多穿两年。
尽管穿着这双不合脚的凉鞋跑起来特别费力，我还是特
别喜欢，天天穿在脚上，每天晚上都把凉鞋冲洗得干干
净净。

两年过去，这双鞋终于合脚了，但脚面上的带子却
开了胶，母亲拿出捅炉子的火钳，在灶膛里烧了好一会
儿，等拿出来时，火钳顶部已泛红，母亲把火钳往开胶的
塑料接口处轻轻一按，随着一阵白烟和焦煳味，凉鞋粘
好了，晾凉后用手都拽不开，就是有些难看，像是一道黑
色的伤疤。

夏天我又穿着这双凉鞋去姥姥家玩，同时带去的，
还有一双母亲做的布鞋。几天后母亲接我回家时，我却
发现凉鞋只有一只了，到处也找不见另一只。后来，母亲
又给我买回一双绿色的塑料凉鞋，看着崭新的凉鞋在太
阳下闪着光芒，我走路时常常低头看脚面。

现在家里的鞋柜里常常满到塞不进去，好多不等穿
旧，因为样子过时就丢弃了。那种将鞋穿到极限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而幼时那双普通的塑料凉鞋，却深深藏
在了记忆中。 （刘兰根）

记忆中的凉鞋

夏至过后，我便将蚊帐取出，放在太阳下晒晒，然后
把四个角挂起来。淡蓝色的棉纱帐在床上撑起一方空
间，躺在蚊帐里，翻几页书，听几首音乐，惬意便从心田
缓缓释放开来。

我不喜欢吹空调，在蚊帐上方挂一个小风扇，风速
不急不缓，像慈祥的祖母在一旁不知疲倦地摇着蒲扇，
又像雨后清风拂面而过，思绪瞬间穿越回幼时那个夏天
——祖母的蚊帐只挂起三个角，我已经迫不及待跳上
床，钻进蚊帐里和祖母捉迷藏，让她猜猜我在哪儿。或将
蚊帐一角缠在身上，拖着长长的纱帐，感觉自己仙女下
凡一样神气。

祖母总是微笑，从不发火，有时蚊帐刚挂好，我不小
心一脚踩塌了，她也只是笑笑，继续再挂。祖母的蚊帐一
夏天要补好几个补丁，小孩子调皮，躺蚊帐里也不老实，
这里踹一脚，那里拽一下。旧蚊帐已经老化，经不起撕
扯，但祖母总有办法。蚊帐烂了，她便把旧褂子裁一块补
上去。她的旧褂子已经穿了多年，浆洗得很薄很薄，祖母

说用它补蚊帐最合适，透气好，不热。
祖母手艺好，补的补丁也好看，一个个方方正正的。

她在连接处用彩色线儿绣上几针，花儿一样漂亮，一个
夏天下来，蚊帐便花儿朵朵开了。

我从小怕蚊子叮咬，恨不得一夏天都钻蚊帐里不出
来。在蚊帐里玩过家家，把枕头当娃娃，用毛线将枕头两
个角绑起来，就像小女孩的两个发髻，再用毛巾当衣服，
一个人在蚊帐里自娱自乐能玩半天，不知道啥时候睡着
了，醒来一看，祖母正摇着蒲扇坐在床边，微笑着看着我。

有时祖母会逮几只萤火虫放进蚊帐里，夜色里萤火
虫和我都在飞舞，我们飞过草丛，飞上星空，蚊帐是我的
小小宇宙，我飞着飞着，嘴角挂着梦，甜甜地睡着了。

对小孩子而言，蚊帐放下来，就是一方独立的空间，
任凭自己在里面天马行空，纵横江湖。蚊帐伴我走过了
童年里的一个又一个夏天。而今，我仍习惯夏天在床上
置一顶蚊帐，回到家卸去一身疲惫，洗个澡躺在蚊帐里，
优哉游哉的休闲时光便荡漾心间。 （逆风草）

蚊帐伴我过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