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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提鞋子
提鞋子”
”
上中学时我爱打篮球，爱看球赛，是
个“提鞋子（戏称，追星之意）”的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人民公园周六下
午都有篮球赛，学校下午又没课放学早，
我就常与哥们一起去看。但进场得买票（5
分钱一张），我等囊中羞涩，一般都是混。
当然，混进去的时候少，有时就在外面听
闹热。
那时的篮球场就在辛亥革命纪念碑
后面，看台用木板搭建，外面用帆布围栏。
一次，市学联队与市工会队打比赛，学联
队有几个我们推崇的战将，岂能不看！然
而我们没入场券，混又混不进去，急得在
外面团团转。我们转呀转呀，终于在靠墙
处发现帐篷与地面有一较大缝隙，大喜的
我们就从那儿钻了进去。
可钻进去了才直喊天！撑起看台的树
棒棒横横竖竖，密密麻麻，挡住去路，台与
台之间又有木板挡着视线，从偶有缝隙的
地方看出去又尽是脚。我们在里面翻来翻
去，好不容易在看台拐角处找到一个没脚
挡住的缝隙，才躬着腰在那儿像看西洋镜
似的看。唉！看得好受罪哦！腰弯痛了，泥
沙也吃够了（上头一蹬脚，下面就下泥沙
雨），还不能尽观全貌。虽如此，我们仍津
津有味的坚持到终场哨响。
后来皇城里修建了体育场，球赛就改
在体育场进行了，也不要门票了，我等就
大摇大摆，舒舒气气地坐上了“观礼台”。
更令人兴奋的是，川西代表队也在那儿现
身了（那时四川还分为川西、川东、川北、
川南四个行政区，成都是川西的首府），也
目睹了我们仰慕已久的川西队“宋神投”
的风采。他的远投（如今的三分球）几乎百
发百中，三大步过人上篮尤为精彩，是我
等的偶像。
一次听说川西队与西南军区战斗队
晚上要打比赛。这个消息令我等十分兴
奋，个个都说非去不可！
非去不可，一是要去给川西队扎起，
二是要去看看晚上是怎样打比赛的。可比
赛在当时的川西区委大院里进行，那儿有
警卫站岗，我们不敢去混。想来想去，就死
死缠着来成都参赛、住在我们学校的川南
队把我们带了进去。一进去我们就连连惊
叹：喔哟！原来是个照得像白天的灯光球
场！第一次见到灯光球场的我们，有如第
一次进大观园的刘姥姥，转着脑袋东瞧瞧
西看看，真是大开洋荤了。
那晚的比赛特别精彩。西南战斗队球
员人高马大，球技非凡，他们的快攻快如
流星。不过，川西队也不弱，你来我就往，
你进一球，我就来二分，比分交交错错咬
得很紧。
一次，宋神投正三大步上篮，眼看就
要进球，对方一个大汉突然猛封上来，吼
得正扎劲的我们立马刹住吼声，眼睛瞪得
洞大！只见宋神投忽地止步，一把把球挽
在身后，左运右运，说时迟那时快，运着运
着，他倏地下了个矮桩，就从来人腋下晃
了过去，一个鹞子（鹞鹰，成都口语）冲天，
双手举球，把稳稳球送进了篮圈。球还没
落地全场就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那晚我回到家已十点过了，特别是那
晚我是“罢市”
（没去卖蚊烟）去看的比赛，
因此，一进家门就狠狠挨了老妈一顿臭
骂。她说：
“那球能当饭吃啊！”我没吭声只
嘿嘿嘿地傻笑。那一夜宋神投的身影都在
我梦里飞。
（石尔）

眼睛“过生日
过生日”
”
年轻时在生产队里干活，老盼着下雨
或下雪，因为雨雪天没法去地里干活，便
可以休工。妇女们，特别是姑娘们，便结伴
进城逛百货商店。那时的逛可真是“逛”
呀，因为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只逛不买，母
亲说我们是去给眼睛“过生日”的。
但看看也是饱眼福呀。那时全县城就
那么一家百货商店，虽然只有一层，但商
品繁多，琳琅满目，针线、袜子、鞋帽、布
匹、五金、副食、烟酒糖茶，一应俱全。我们
逛呀逛呀，逛得可仔细了，一逛能逛大半
天，甚至比商店的售货员还清楚哪件物品

难忘
“东方红”
出行选择交通工具，一般人都会
比较飞机、火车、自驾的优劣，但我们
家的人却都偏好坐船。原因在于早年
频繁往返于上海、武汉之间，我们家的
人坐的都是“东方红”客轮。如履平地
的平稳，宽敞的活动空间，站在甲板上
看日出日落……客轮的舒适感，是狭
窄的机舱、车厢完全没法媲美的。
上海到武汉水路一千多公里，上
水 3 天 3 夜，下水 3 天 2 夜。如此长的旅
程，床位很重要。当时“东方红”的三等

摆在哪个柜台，
左边还是右边。
那时的商品全在柜台里放着，只有布
匹一卷卷码放在柜台上。我们通常先逛布
匹柜台，因为伸手就能摸到实物，不用看
售货员那张冷脸。每次，我们都将拇指和
食指伸进一卷布匹里，轻轻捻一下，试一
下布的手感。有时观察售货员面部表情，
如果她那天面带笑容，我们还可以大着胆
子将布匹扯出一截放在身上比量一下，仿
佛穿上了新衣服一样喜悦。但多数时候，
我们是不敢这样做的。
其实也不怪售货员态度不好，那时的
我们一年四季不知道去逛多少次百货商
店，顶多买个针线罢了。不买还爱看，而且
这个看啊，还必须麻烦售货员，要请人家
将商品从柜台里递出来，看完又不买，再
让人放回原处。一天下来，售货员不知道
要接待多少我们这样的看客，换谁谁也烦
呀。但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些摆在柜台里
的大小货物着实稀罕，但我们什么时候能
有钱买，自己也不知道。
那年冬天，我好不容易攒了五毛钱想
买一双袜子。兜里有钱了，人也变得硬气，
我让售货员从柜台里给我取袜子，取到第
三双时，她明显不耐烦了，挂着脸问：
“到
底买不买呀？”我回嚷道：
“怎么不买，总要
多看几双，挑双满意的吧？”那天买袜子让
我生了一肚子气，回来路上发誓将来自己
若生了女孩，一定让她长大当售货员，还
要教育她，对待顾客要热情，一件商品拿
一万次也不烦不恼。
后来结婚后，我果然生了个女儿，可
不等她长大，商店的经营模式就改变了，
从踏进商场大门起便有漂亮的姑娘弯腰
问好，欢迎光临。每走到一处，只是路过，
脚步压根没停留的意思，售货员隔老远便
热情招呼起来，化妆品让试，食品让尝，衣
服让穿……去超市购物，售货员更是热情
推荐商品，一路跟着介绍，弄得不买都感
觉不好意思。
现在再有老伙伴们约我逛商场，我都
拒绝：
“ 不买东西，不去逛。”给眼睛“过生
日”已经被丢弃在旧时光里，日子越过越
好，物质极大丰富，消费者的地位也今非
昔比了。
（李秀芹）

结伴混澡堂
现在洗澡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家家屋
里都可以洗，想哪阵洗就哪阵洗，想洗多
久就洗多久，自由自在，无人干涉，可谓方
便至极。
但以前洗澡就不那么容易了。夏天倒

还好解决，到处都是堰塘河沟，随便跳下
去洗就是。那是天然的大澡堂，水质清澈
无污染，同样是想洗好久洗好久，想怎么
洗就怎么洗。但冬天洗澡就是个大问题，
总不可能还跳到冰水里去洗嘛！屋里土墙
隙牙漏风的，烧了水还没洗就浑身打抖。
那时，一个冬天不洗澡的大有人在，不是
不爱卫生，
是没那个条件去爱。
我们家附近、挨铁路边有一大一小两
个澡堂，大铁罐子架在铁架上，终日咚咚
的冒着热气，从旁边经过都感觉热烘烘
的。但澡堂不是随便进的，只供应给铁路
职工和家属，
其他的人一律免进。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去混。那阵兴看
坝坝电视，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前尽是
黑压压的人脑壳。我们就两三个人约起，
带上毛巾香皂，混得进就混，今天识破了
明天再去，颇有几分执着。没办法，想要洗
澡得嘛！
混澡堂要有一定的胆量，要镇定自
若。看了那么多影视剧，就学剧中的卧底
人物大摇大摆地往里走，心里头却特别紧
张，生怕传来一声——站住！有时候很幸
运，问都没问就进去了；有时候要被守澡
堂的人盘问，是哪的人，住几栋几单元。都
晓得青龙场的红房子是出了名的铁路家
属区，我们就随便编一个楼栋单元号，守
门的也不会去查户口，
就这样混进去了。
一大一小两个澡堂相距几十米，隔着
铁道线。大洗澡堂人多，男左女或，基本上
就是职工家属。小洗澡人要少一些，虽然
这里条件好些，但人少就容易暴露。我们
是两边都混，混得进哪个就混哪个。澡堂
里一片雾茫，热气腾腾，有淋浴，还有个大
洗澡池，跳进去来来回回游两圈，潜几下
水，那个舒服简直浸透心灵。等身上的污
垢泡涨了，就靠在池子边慢慢搓。池里的
热水随时都在换，这边进那边出，在池子
里洗了，再用淋浴清洗一下，这次洗澡任
务就算完成了。
有时候什么家属宿舍几栋几单元一
概不认，必须把洗澡票拿出来。洗澡票五
分钱一张，不是想买就买得到的，要职工
家属证。我们没有证，哪来哪回。我们说好
话求人喊叔叔，甚至补票都不行，灰溜溜
地被赶了。更可气的是，有时候洗澡洗到
一半，
有同伙说漏了嘴，
也被赶出来。
有段时间澡堂管理得严，我们就只有
托关系找熟人买两张票。那洗澡票金贵
呀，一个星期洗一次，两张票也就管半个
月。遇到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打算洗澡，去
看坝坝电视顺便去试一下，竟顺利地进去
了。机会难得，没有毛巾香皂就洗清水澡，
给身上喂一口水也好……
混澡堂的日子既刺激又无奈，也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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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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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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四等舱都是上下铺，只不过三等舱
是 8 人间，四等舱是 12 人间，差别不是
很大。一、二等舱据说职务达到一定级
别才能买到，
我们家从未有人坐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服务行业工
作者的黄金时代，客轮乘务员就是个
很有成就感的职业，因为上船之后的
床位都由他们安排。一般而言，老弱病
残和有关系的安排睡下铺，普通中青
年睡上铺。
记得那年和爷爷、奶奶、大哥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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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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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去武汉，得知爷爷已经 88 岁高
龄了，几个乘务员都高度重视，不仅安
排了下铺，还拿来了自己的私人毛毯。
一日三餐，乘务员都会端到船舱里，半
小时后再来收碗。爷爷、奶奶过意不
去，说可以自己去食堂的，他们却坚决
不让，
一定要服务到舱。
同时，他们又很有原则，一次看到
我在吃他们端来的阳春面，立即予以
制止，说是为老人专门准备的，其他人
不能搭顺风车。

个侧面反映出那时的生活条件，现在再也
用不着去混澡堂了。
（朱文建）

“我们吃不了那么多，所以给孙子
吃点……”
爷爷解释道。
“那也不行，不能违反原则，其他
旅客看见了影响不好！”乘务员严肃地
说。原以为他们不高兴了，可下一餐依
然态度亲切地端着饭菜来到船舱。
到了武汉，乘务员热情地帮忙提
行李上岸，这下爷爷更过意不去了，后
来还为此感叹了几天。现在想想，那时
的人真是淳朴，如今让人回想起来还
别有感怀。
（朱辉）

阅报栏前看报纸

带饭的记忆

那天，我到公交站台等公交，发现旁
边有个阅报栏，我立即跑了过去。虽然阅
报栏里的报纸已经十多天没有更换了，但
1972 年，我初中毕业后没听老师的
这并不影响我在阅报栏前看报纸的习惯，
劝，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同 20 多个同样
因为我还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这种习
是单位子弟的年轻人，在父辈的单位当了
惯就养成了。
季节合同工——就是烧锅炉的锅炉工。烧
那时候我家里穷，连交学费的钱也要
锅炉是三班倒，我一般在上夜班的时候带
拖欠，学校除了发语文和数学两本教材
一顿饭。
外，就没有其他课外书了。学校有报纸，是
那时，家家都吃供应粮，一般带饭就 《中国少年报》，平常我们是看不到的，只
是带大米，再炒一点菜。大米拿到单位的
有上作文课的时候，老师才拿出这份报
火炉或者蒸箱蒸熟，配上自己在家炒好的
纸，把上面的习作读给我们听，教我们如
菜，就是工作餐了。虽然单位都有食堂，可
何写好作文。
带饭的人却很多。大家不嫌带饭麻烦，主
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报纸，是在离家
要还是为了省钱——食堂卖的终归比带
七八里的镇文化站。那是在隆冬的礼拜
饭要贵。
天，父亲带着我去洗澡。这家澡堂紧挨文
我带的饭也是这样，主食带大米或者
化站，我洗好后，见父亲还在洗，便穿好衣
小米，菜一般是在家炒好的白菜或者土豆
服，跑到文化站门口。文化站门口的院墙
丝、萝卜丝，有时干脆就是咸菜。我喜欢用
上有三米多长的嵌装着玻璃的阅报栏，报
筒状的饭盒，手可以提，里面还有一个隔
纸就夹在玻璃里的报夹上，有《人民日报》
层，菜放在上面的小盒里，蒸饭的时候把 《新华日报》，也有我们本地的《兴化报》等
米和菜分开，很方便。不好的地方就是饭
等，
黑白印刷，
四开八版。
桶太深了，
吃的时候有些费力。
看报的人挺多，挤挤挨挨的。我人小，
我是劳力工，工资相对高点，再加我
再加上个子矮，根本就挤不进去。好不容
喜欢吃，每每开了工资，我都要约几个工
易挤了进去，却被旁边的一个大人呵斥：
友去饭店改善一顿。那时，饭店不像现在
你这小屁孩挤什么挤，看得懂吗？说着还
铺天盖地到处都是，我们从大营盘出来沿
露出一丝轻蔑的嘲笑。我听了，顿时从鼻
着并州路向北走，沿途饭店只有数得出来
孔里哼了一声，翻了翻白眼，嘀咕道，小看
的几家。我们喜欢去上海饭店，喜欢那拱
人。我趴在橱窗前看报纸上的各种新闻，
形的屋顶和门洞，在那里，我们会花两毛
又发现那边橱窗里有文化站创作的十多
钱喝一碗散装啤酒，四毛二买一盘过油
幅漫画，虽然看不懂，但画得好看，又是彩
肉，五分钱一碗大米饭。美餐完，我还会买
色的。看完漫画，父亲还没有来找我，我又
上一个肉菜装到饭盒里带去上班，等结束
返回那边看报纸，
看不懂也看。
了当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后，享受这顿有肉
从那以后，只要上街，我肯定先去文
的工作餐。
化站看报纸。因为认识的字越来越多，我
所谓锅炉工，我们的任务就是拉煤、 也能大致看懂了，知晓了国内外大事，开
烧火。在锅炉房外面的煤场，在冰天雪地
阔了眼界。后来我到镇上读书，放学路过
里，冒着严寒从近十米高的煤堆下面，用
文化站，也会放慢脚步，站在阅报栏前看
镐头把冻成冰坨的煤刨下来，用铁锹将煤
报纸，如果下雨，还会打着雨伞看。最苦的
装到手推车里，再一车一车拉进锅炉房， 就是盛夏了，阅报栏没有绿树庇护，老远
一锹一锹挥臂填入火红的炉膛。如此动作
就能感受到玻璃在发烫，一边看脸上的汗
重复往返，一个班一个班地度过。繁重的
水一边吧嗒吧嗒地往下掉。这一看，坚持
体力劳动后，我们轮流坐在操作台下的一
了三年，一直到初中毕业。其间，我的作文
张长条铁靠椅上，擦干汗水，洗净脏手，捧
多次被老师当做范文读，估计与阅报栏前
起饭盒就餐。那过油肉、白米饭美味无比， 看报纸的习惯有关吧。
那吃饭的美好感觉现在再也寻觅不见了。
就这样，我养成了在阅报栏前看报纸
如今上班带饭的人好像少了许多，饭
的习惯，即使后来家里订了报纸，也是不
店到处都有，食品琳琅满目，在外吃饭，每
改初衷。只要让我碰见阅报栏，即使再忙，
顿饭的价位虽说不低，但与现在的收入相
我也会停留一会儿，不为别的，就是为了
比也还可以接受，少有人再为了省去一块
找到儿时在阅报栏前看报纸的感觉。
两块的自己带饭了。
（董尚文）
（张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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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稿请注明“个人史记”，请务必
留下您的联络方式。稿件需为原创首
发，
严禁抄袭。文责自负。
】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投稿邮箱：
chengdu10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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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