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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
“海鸥
海鸥”
”
表
上世纪 70 年代末，手表在城
乡属于很贵重的物品，那时候结
婚流行“三转一响”：手表、自行
车、缝纫机，加上收音机，相当于
现在房子和汽车的组合。
那年中专毕业的姐姐进了供
销社上班，那可是当年最让人羡
慕的工作。工作半年后，
姐姐用自
己攒下的工资连同分到的“手表
票”
，买了一块非常紧俏的
“海鸥”
手表。记得当时一块海鸥表要一
百多块，而姐姐一个月的工资只
有二十四块五毛。
表是买回来了，可姐姐却不
舍得戴，把它用绸子布里三层外
三层地包裹好，收在家里的军用
皮箱子里，说等参加重大活动时
再戴，并且郑重地告诉父母和我：
谁也不许动！
后来的一天，姐姐小心翼翼
地把海鸥表拿出来欣赏时，给我
们讲了一个她听来的笑话：一个
社员担心上工迟到被生产队的记
工员扣分，就攒了几十个鸡蛋卖
了到供销社买闹钟，营业员告诉
他钱不够。这个社员不甘心，
顺着

柜台来回犹豫了好几趟，最后指
着手表很无奈地说：那就先买个
小的用着吧！因为手表价格比闹
钟贵十来倍，所以这件事就被姐
姐当做笑话讲出来了。父母和我
听后都哈哈大笑，我更觉得这手
表会有故事。
果不其然。
就在当年腊月，
小
年刚过，大伯带堂哥和堂哥未过
门的媳妇第一次上门做客，仓促
而来的大伯不好意思地和父母
商量，
“想借大侄女的手表用一段
时间，把婚事办了。
因为亲家要求
的‘三转一响’，自行车和缝纫机
等都买好了，就差手表了……而
且钱已花完了，再说……也没有
手表票……”
父母当时一合计，也没征求
姐姐的意见，就直接送出一份体
面的大礼——那块海鸥表！
“大
方”的父母从一个侧面促成了大
伯家大哥的美满婚姻。但是姐姐
回来知道后，气得好多天都没理
父母，直到后来父母“狠心”重新
买下一块海鸥表作为补偿……
（海尔）

﹃三转一响﹄

搬了新家，我带过来几
样旧物：用了 10 年的电脑
桌、用了 8 年的衣架、用了 5
年的餐桌……崭新的家里，
大部分家具都是崭新的，这
几样似乎有点格格不入。
就拿那张旧的电脑桌
来说吧，它是深棕色的，与
书房的浅色调装修并不匹
配。我执意要把它搬过来，
是因为对它有一种特殊的
感情。我每天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在电脑前写作，电脑桌
的使用率非常高。10 年前买
它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
并不好，但丈夫执意要买最
贵的，说给我用的一定要是
最好的。
10 年来，我用坏了两台
电脑，三个鼠标，但电脑桌
不仅没有磨损的痕迹，反而
增添了一层温润的光泽
——这应该是时光的包浆
吧。漫漫时光中，在我日复
一日的摩挲和守护中，结实
的实木渐渐变得圆熟而温
厚，显出沉静内敛的气质。
这种旧物的光泽，是再高档
的新家具也比不上的。没有
阅历与故事的新家具，未曾
经过时光之手的抚摸，其表
面的光泽是单调而浅薄的，
像个浮躁莽撞的愣头青，一
眼能让人看穿。而旧物相当
于一个有故事的人，它的每
一个纹路里都藏着时间的
秘密和岁月的曲折。时光清
浅，
旧物温柔。
“物品拥有肉眼无法察
觉、超越外形之上的特质，
如同人类，物品也有灵魂。”
这话真是极有道理的。旧物
的“旧”字，其实是个耐人寻
味的字眼。旧，代表时光磨
砺，岁月洗礼，代表履历丰
富，历史深厚，所以说“旧”
是个充满人情味儿的字眼。
旧物被时间、被主人赋予灵
魂，成为我们无法割舍的爱
侣，所以无论是谁，总有那
么几件一生都无法舍弃的
旧物吧？
旧物温柔，它褪去了青
涩的浮光，呈现出沉稳淡泊
的气韵，给人安定平和的感
觉。旧物相伴，会让我们相
信岁月静好，人生安稳。旧
物陪伴了我们漫长的时光，
还将陪伴我们更漫长的时
光。
（马亚伟）

﹃﹃三转﹄﹄指的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一响﹄﹄则是收音机。。在过去，
﹃，
﹃三转一响﹄﹄是那个时代的人们
﹃，
所能拥有的最高财富，，一个家庭要是有了这﹃﹃三转一响﹄，就是过上了小康的幸福生活。。

旧物
温柔

难忘缝纫机
那天我在家收拾阳台上的杂
物，又看到了角落那台被母亲用
旧床单包得严严实实的缝纫机。
虽然母亲年岁大了，
眼也花了，
已
经好多年没用过这台缝纫机了，
可她说啥也舍不得送人，闲暇时
总拿毛巾擦拭。
毕竟，
这台锈迹斑
斑的缝纫机，见证了母亲大半辈
子的操劳和辛苦，无声地诉说着
她给予三个儿女和整个家庭绵绵
无尽的爱。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农闲时
节母亲手里也总有干不完的针线
活儿。
有一天，
在外教书的父亲回
家，母亲从层层包裹的手巾中拿
出卖猪的 80 元钱交给他，一再央
求父亲想办法买一台缝纫机。父
亲接过钱眉头紧锁，
面带难色，
但
没有拒绝，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
实现母亲的愿望。毕竟那时村里
有缝纫机的人家屈指可数，不仅
昂贵到让人可望而不可即，关键
是在那个年代，买大件物品需要
走后门托关系，
尤其是紧俏商品，
更是一物难求。
父亲没有让母亲失望，托了
几个熟人总算买了一台缝纫机。
记得他把缝纫机运回老家那天，
左邻右舍的大娘婶子们都跑来看
新鲜，
家里人来人往，
热闹得像过
年。
在大家迫不及待的目光中，
父
亲笑呵呵地去掉包装箱，让大伙
一睹缝纫机的真容。大娘婶子们
好奇地看看这里，
摸摸那里，
有种
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
我当时年龄尚小，眼睛盯着
缝纫机下面的大肚子，不知里面
是什么玩意。
父亲像变魔术一样，
将缝纫机的机头从下面弄到桌面
上，锃亮的机身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第二天，父亲回学校去了，叮
嘱母亲好好看看说明书，注意机
器保养等。念过几年书的母亲悟
性很高，没几天便掌握了蹬缝纫
机的技巧，
开始尝试着缝制衣物。
按理说，
有了缝纫机后，
和过
去在昏黄的油灯下穿针走线相
比，
母亲的劳动量应该减少许多。
可情况并不是这样，母亲是个热
心肠，平时谁家需要给孩娃们做
衣服，都找她帮忙。只要手头不

忙，
母亲总会热情地打开缝纫机，
一番熟练的操作，喝杯茶的功夫
就把活干完了。尤其到了寒冷的
冬日，
我家的堂屋燃起火塘，
火苗
蹿得老高，把屋子里映得亮堂堂
的。大娘婶子们就围坐在一起烤
火聊天，母亲则在一旁的缝纫机
上做活，伴随着缝纫机富有节奏
的转动声，一个又一个苦闷单调
的日子悄然而去。
印象中，这些活儿基本上都
是别人家的，
母亲不急不躁，
耐心
地缝补，
看不出一丝疲惫和烦躁。
有段时间，
由于临近年关，
每天来
家里找母亲做针线活儿的人络绎
不绝。
终于有一天，
我实在无法忍
受这种吵闹和喧嚣，赌气说让母
亲卖掉缝纫机，说家里像个缝纫
铺，
既费针线又搭功夫，
还影响我
学习……母亲很吃惊，叹了口气
说，
“孩子，
过去咱家遇到难事，
街
坊邻居们都过来搭把手，人家要
咱一分钱了？现如今咱家有了这
台缝纫机，我就寻思着给大伙提
供点方便，
再说我闲着也是闲着，
那针线能值几个钱？
孩子，
做事不
能光想着自己啊。
”母亲的一席话
说得我脸红耳热，
从此，
家中的堂
屋依旧人来人往，缝纫机的响声
不绝于耳，
我再没有抱怨过一句，
每晚躲进东屋做着功课。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师范外出
读书，
衣服每有破损，
就拿回家让
母亲缝补，
她戴着老花镜，
坐在缝
纫机前专注地操作着，毕竟上了
岁数，
动作比过去迟钝了许多；再
后来，
我参加工作，
在光线不好的
房间里连穿针都有些困难，母亲
只能和父亲一起把缝纫机搬到院
子里，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才能
勉强做活。
曾经，这台缝纫机是那样的
忙碌，伴随着母亲起早贪黑的辛
劳，伴随着我和哥哥姐姐的茁壮
成长。如今，每每看到这台缝纫
机，我的耳畔总会响起它咔嗒咔
嗒的动人声响，
那些难忘的、
温暖
的、爱的记忆，犹如潮水向我涌
来，
母亲坐在缝纫机前的身影，
成
了我一生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
……
（梁永刚）

“红灯
红灯”
”
收音机
那辆
“飞鸽
飞鸽”
”
车
春节期间，市里组织了
“老物 ‘名车’
好在女同学面前显摆对不
件里的流年”巡回展。徜徉其间， 对？也行，我只给你弄张名车票。
一辆颜色斑驳的旧式自行车，勾
暑假里你打工挣车款。
实在不够，
起了我对那些艰难岁月的回忆。
再找你妈和你姐凑点。
总之，
要学
在我上学的年代，由于实行
会经济独立。
”
计划经济，物质匮乏，自行车更是
整个暑假，我到处找挣钱的
被看做“大件”
，即便有钱，也不是
门路，从河里挑过沙，
到工地送过
想买就能买的，必须有
“轻工产品
水泥，甚至还用板车运过西瓜赚
票”。如果哪家有辆名牌自行车， 钱 。那 时 一 辆 名 牌 自 行 车 标 价
这“奢侈品”能晃亮行人的眼。
120 元左右。我四处打工，挣回 80
记忆里，在单位任要职的父
多元。再跟已参加工作的姐姐和
亲所配的公车就是一辆凤凰牌载
心软的母亲诉苦，凑足了余款。
重自行车。他公私严明，
除非万不
赶在高中报到前，终于买回
得已，不然不会把贵重的自行车
了那辆“飞鸽牌”自行车，
我的心
停放在家里。
父亲细心擦洗，
精心
情既激动又迫切。骑着爱车上、
放
保养，我们看看摸摸可以，但绝对
学，和风拂面，青春飞扬，一路上
不敢偷偷骑。
父亲说，不能占公家
跟同学说说笑笑，高声畅谈人生
便宜，只能用来工作。
理想，也聊着学校和班里的趣事。
从上小学到初中，我都是步
期间，我还偷偷地带过几次心仪
行上学。直到考上位于县郊的高
的女生呢！
中，听说有些走读的同学有高级
后来在大城市里一家大型国
自行车骑时，买车的想法也在我
企上班，我又花了近半个月的工
心里萌动。
资买了一辆“凤凰牌”，用了很长
那天，父亲刚骑车下乡风尘
一段时间。那时民风淳朴，
治安有
仆仆地归来，我殷勤地端了盆热
序，车锁好停放在楼下，
一直没被
水，请他擦把脸。见他心情不错， 偷过。那辆车的质量没得说，
小修
我忐忑地道出想买车的意愿。没
小补过，但主要构件功能耐用。
直
想到父亲并没有呵斥，他略微沉
到和朋友合伙开公司，
赚了些钱，
思，拍拍我的肩，
笑着说：
“到底是
购置了新房和私家车，我这才恋
小伙子了，也知道添装备，想骑个
恋不舍把它淘汰掉。
（刘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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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
都难见到，家家户户听的都是有
线广播。
大喇叭走四方，
到处都是
蜘蛛网，
一天三次早中晚播音，
广
播里放着样板戏，
放着
“咱们工人
有力量”，放着四川快板书。至今
还记得一段快板，长声吆吆地念
——前面走的是张大嫂，后面跟
的是李幺娘，
幺娃子的娘啊，
邀邀
约 约 去 赶 会 场 ，会 场 上 人 闹 嚷
……我正在灶前烧火做饭，听起
来可谓是韵味十足。
有线广播倒是一片热闹，哇
里哇啦，只不过没有自己的选择
自由。
为了拥有自己的一片声音，
还曾兴起过组装收音机电视机的
热潮，有志青年发挥自己的聪明
才智，去城隍庙电子市场买来二
极管等配件自己动手，有的元件
不好买，又到处托人从外地带回
来。
我们也自己动手，
用磁铁纸盆
做了个喇叭，
声音是放得出来，
就
是断断续续，跟喉咙里哽了东西
一样，听起来沙沙作响，十分磨
耳，
技术不过关。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外地
工作的父亲带回来一台
“红灯”
牌
收音机。
这下洋气了，
这可是稀奇
东西，
可以自己调台收台，
想听什
么就听什么，
想要大声就大声。
收
音机一放，
顿时惊动了四邻，
这个
跑过来看看，
那个跑过来瞧瞧。
这
的确是值得羡慕的，当时的收音
机不仅贵，
而且还不好买。
这台收音机成了我们家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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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自从有了这宝贝，
给我们带来
了很多快乐，
只要没事，
就把收音
机打开，听到叽叽咕咕的调台声
心里都舒服。那阵电台每到 12 点
半新闻完了，是“每周一歌”节目
时间，
母亲就准时把台调过去。
那
时兴起一股台湾校园歌曲热，
《外
婆的澎湖湾》
《走在乡间的小路
上》
《赤足走在田埂上》……歌词
活泼，歌声欢快，感觉特别新鲜，
让人整个身心都舒展开来。
广播电台经常有评书，单田
芳的《童林传》
《岳飞传》
《枪挑小
梁王》等脍炙人口的故事，
说得声
情并茂，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听得
十分来劲。这个节目记得是中午
1 点开始，说半个小时，我们都是
一边吃饭一边听书。有时搞忘了
调台，
快到播放时间，
一个人就赶
紧喊，
“ 快把台拨过去，评书要开
始了。
”有时过了一半才想起打开
收音机，听得心欠欠的，十分后
悔，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
为了听收音机，母亲在赶场
的时候还买了《广播电视报》，虽
然家里没有电视，但广播节目可
以预先晓得。而电视节目预告则
对我们有利，
哪天晚上有好看的，
我们吃了饭就跑附近有电视的地
方去看坝坝电视，
乐此不疲。
父亲
回来，
则喜欢听川剧，
整天屋里都
敲得咣咣当当的，母亲要听收音
机了，
他就赶快让位，
扯起嗓子唱
一声，
“酒香闻得我口中痒”，
也不
晓得是唱的哪一出。 （朱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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