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次和朋友们一起 K 歌

时，惊讶地发现平日低调的森

先生成了麦霸，歌唱的水准令

人惊艳，简直像专业训练过的

歌手，深情款款，字正腔圆，绝

无半点他说话时夹带的口音。

特别是献给他太太的那首《当

你老了》，让人感动到想落泪。

于是，我问森先生是不是

学过唱歌，他说没有，只是坚持

多年的一个爱好而已。为什么

爱上唱歌呢，有个非同寻常的

原因。那时，他第一次创业失

败，就以建造师的身份在一家

公司打工。有一天他加班回家

晚了，加上他买的房子又偏远，

地铁不通，打不到车，就坐上一

辆黑车。结果路上出了事故，

黑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他在

车里被撞得人弹起来，前额碰

到车顶天花板，后又因为反弹

力后脑勺狠狠撞到座位后背，

眼睛陷入一片黑暗，昏迷几分

钟后才苏醒。黑车司机说自己

家贫才出来挣点外快的，遂向

森先生求情，不走保险，让他千

万不要报警。他心一软，念及

同在魔都打拼的异乡人的艰

难，想想也就罢了。事后他被

查出有脑震荡，一个月后有耳

鸣声，像小鸟无时无刻不在“啾

啾”鸣叫，这让他情绪很崩溃，

看了很多医生未果，都说车祸

后耳鸣是治不好的。其间他还

曾得过一次焦虑症，在医院住

了几个月，后事都交待好了。

后来，森先生想以后怎么

办呢，人生得继续硬着头皮往

下走啊，就用听音乐来盖过耳

鸣声。积累几年的工作经验，

他又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终于

柳暗花明，他赶紧在交通便利

的市中心买了房。只是工作非

常繁忙，每天都开车奔波在路

上，乏味单调，他就一边放音

乐，一边跟着放声高歌。几年

下来，他学会了数百首歌。在

K歌APP上，他每录制一首，都

赢来无数粉丝点赞。森先生

说，他要去学吉他，余生一定要

创作出一首自己的歌，自弹自

唱自嗨。

原来每张云淡风轻的脸上

都有过不为人知的过往，起先

不理解森先生为何一直戴着耳

机，谁知他是用音乐来对抗耳

鸣呢。

如果说音乐是救森先生于

水深火热之中的话，那叶玲则

纯属热爱。她本在某银行工

作，现在的银行竞争激烈，压力

倍增。因前上司每天的晨训及

布置的根本完不成的任务像个

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叶玲头顶。

以至于她每天上班如临大敌，

再加有两个同事先后被查出患

有恶性肿瘤，吓得她赶紧提前

退休保命要紧。退休第一天叶

玲就去报名学唱歌，后参加各

种合唱团，因她人美歌靓，四处

演出。最近她又参加了市里的

一个唱歌比赛进入决赛，叶玲

说人生自五十岁始。自叶玲退

休后学唱歌以来，我看她是越

过越年轻，气色也红润，与之前

灰头土脸的她有云泥之别。她

的歌声依然清亮动人，使我心

动。前阵子因为妈妈动手术，

我压力大到难以入眠，忍不住

重新下了个K歌软件（多年前

下载又卸载），曾经的我不也是

校园“知名”歌手吗？花一下午

时间录了两首上传到网上，说

我打败了全国 95%的人，竟也

有人送花、评论与点赞，感觉就

像小孩子得到糖果一样开心。

我喜欢的音乐人张亚东

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曾有个

朋友对我说，人活着应该有至

爱……我选择的是音乐。

人活着要有至爱，来对抗

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困境，至爱

通常选的是那些无用之物，然

而，它带给人的快乐与慰藉真

是物质所不能给予的辽阔与

神奇。

这个夏天我又拥有了一

个新的至爱——我列了个待

学歌单。

不如唱歌。

不如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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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呼号
呼号，是一个电台或

电视台对外宣称的台名，

承担着光荣和自豪的使

命。因此，听起来是那样

高亢和激昂。

我入职的第二年，调

到汉沽广播站当记者。

而在此之前，这里对于我

来说都是神一般的存在

并向往着。在汉沽唯一

一条马路——新开路上，

路旁高高的电线杆上，悬

挂着许多高音喇叭，每天

都在广播。有新闻、评

书、歌曲……那时，文化

生活真的很贫乏，为了听

长篇小说连续播讲，每天

晚上我们就坐在马路牙

子上，忍着蚊虫叮咬，等

着听单田芳、袁阔成、刘

兰芳讲《三国演义》《欧阳

海之歌》《杨家将》《隋唐

演义》。那些漫天飞舞的

油克螂、蝼蛄，在路灯的

光影下划过一道道弧线，

人车川流不息……有时

下班晚了，就停下自行

车，倚在电线杆下听完评

书再走。有时奔家心切，

就在这根杆下听一耳朵，

又奔向下一个喇叭下，没

听到的那一段衔接不上，

只好充分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进行脑补了。

那时的呼号为：汉沽

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第

一次播音……

追溯到1950年，汉沽

镇文化馆设立了有线广

播室。1959 年 9 月，汉沽

区 人 民 广 播 站 成 立 。

1961年，宁河汉沽合并时

期，建有两座放大站，不

但宁汉两地可收听广播，

还向南堡盐场传输广播

信号。那时，有 4 条专用

线，200多只大喇叭，1962

年撤销。1968年10月，汉

沽广播站重新筹建，又称

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并对

外开始广播。

1976年7月28日，唐

山大地震波及汉沽，区

站、公社站均遭到严重破

坏。机房震毁、线路中

断，农渔村小喇叭大部分

被震毁。经抢修，震后45

分钟开通了新开路的全

部线路，恢复部分播音。

8 月底，全区城乡广播线

路基本畅通，汉沽广播站

被评为全国的抗震救灾

先进集体。

到广播站的第一年，

为了保证更稳定的广播

信号传输，我们开始架设

通往各农渔业乡的广播

线路。于是，干部职工全

部投入到施工之中。通

往蔡家堡渔业乡的线路

需要通过一片片盐田、养

殖水面，我们坐上 130 货

车、摩托车，浩浩荡荡地

奔向工地。蹚着水，测

量、挖坑、拉线……而在

干活之前，许多人将上好

鱼 食 的 串 钩 甩 到 汪 子

里。如果顶风时，就用小

小的风船将串钩缓缓放

下去。打尖儿，大家齐

帮动手拉上来择钩。活

蹦乱跳的鲇鱼一会儿就

钓上一小筐。第二天大

家蹲在工地吃饭时，就

可以尝到头天钓到的鲇

鱼了——肥嫩、鲜香，红

烧、软熬、馇酱……心里

别提多高兴了。

1985 年 7 月 1 日，启

用有线广播无线传送高

频发射机，将广播信号传

递到各乡街广播站，呼号

为：汉沽人民广播电台。

2006年12月，又与天津人

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和

天津农村广播合作，联合

全 市 10 个 区 县 进 行 联

播。我作为最后一任滨

海台台长，亲历了电台的

嬗变。这时，我们的调频

广播为 FM101.8 兆赫，对

外呼号：天津农村广播、

天津区县联盟广播！人

们只要手持一个小小的

收音机，在公园、广场、树

下，到处都可看到收听到

我们的广播频律，同时也

开启了各区县联合办广

播的新模式。而汉沽作

为滨海台与天津台的合

作台，积极在滨海城乡设

立了崔庄冬枣、滨海茶淀

葡萄科技园、小马沽村、

汉沽街、刘强农家院等10

个“天津农村广播、天津

区县联盟广播记者采访

实践基地”，推动了滨海

新区休闲农业的快速发

展。此外，我们还跟随天

津台联合采访小分队，远

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江

苏“天下第一村”华西村、

内蒙古巴颜淖尔等地，宣

传全国新农村的典型经

验，采访了老书记吴仁

宝，聆听了按下大红手印

的小岗村十八位农民的

生死经历……

电台的呼号，反映了

时代的进步与变迁。而

每一次呼号的变更，都伴

随 着 历 史 的 发 展 与 融

入。我们相信：永不消失

的电波，早已融入了人们

的血液，成为了一代人美

好而共同的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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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齐大非偶这个成语在被后

世用作“不敢高攀”的谦词，可其中

或许暗含着追求忠贞爱情的伟大

牺牲啊！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向

暗恋的对象表白被发了好人卡，千

万不要灰心，也许对方是名花有主

不想说出来而已，耐心等等吧备胎，

或者潇洒转身，去寻找自己的真命！

洛阳纸贵

最近跟一个报纸行业的朋友

聊天说起来，近些年因为网络和电

子阅读设备的冲击，纸质的报纸杂

志图书的发行量越来越小，连累得

新闻纸的出货量都越来越小，价格

越来越低，再加上环保标准逐渐提

高，有些造纸厂已经倒闭了。

这倒令我想起一个成语——

“洛阳纸贵”，也叫“都中纸贵”。这

个成语是形容作品火得不得了——

就像《成语大会》那么火，甚至更

火——以至于引发了相关的物价

上涨，类似于《泰坦尼克号》两次上

映就带动了“海洋之心”那种蓝色

宝石的价格两度上扬。

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是《世说

新语》：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

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

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

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世
说新语·文学》

东晋文学家庾阐，字仲初，他

的代表作《扬都赋》写好以后，献给

同族长辈——东晋的朝廷重臣庾

亮看。庾亮对这个亲戚写的文章

很是赞赏，在外面宣扬说，这篇文

章可以和东汉张衡的名作《二京

赋》放到一起成为“三京赋”，或者

跟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并列成为

“四都赋”。于是大家纷纷传抄这

篇文章，导致东晋都城建康的纸价

上涨。

但现代人更熟悉的这个成语

故事则来自《晋书·文苑·左思传》：

左思……父雍，起小吏，以能

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学钟、胡书

及鼓琴，并不成。雍谓友人曰 ：

“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思遂感

激勤学……貌寝，口讷，而辞藻壮

丽……复欲赋三都……遂构思十

年……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

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

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

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

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

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

自是之后，盛重于时，文多不载。

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

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

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

为之纸贵。初，陆机入洛，欲为此

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

曰 ：“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

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

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

笔 焉 。——《晋书·列传第六十
二》，有删节。

这里说的是晋朝时左思写成

《三都赋》的故事，由于左思当时在

文坛还属于无名小辈，所以《三都

赋》也没有受到重视。左思对自己

这部作品很有自信，觉得不输给当

时传世同类作品中最好的两部：东

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

赋》，他怕世人不能正确评价，于是

去找了当时的大名士皇甫谧，获得

了后者的赞赏，并得其作序推介。

文坛名人张载、刘逵、卫权这之后

也跟着皇甫谧为左思做宣传，甚至

带动了一批文学家纷纷给他写各

种评注。

经过这样一番宣传，《三都赋》

在都城洛阳一下子引起轰动，许多

人争相传抄，结果市面上的纸不够

用了，顿时价格飞涨好几倍。

大文豪陆机刚到洛阳时曾经

讥笑过左思，说他写出来的东西只

能拿来当酒瓮盖，《三都赋》写成之

后，陆机细细阅读一番，称赞不已，

断定若自己再写《三都赋》绝不会超

过左思，便停笔不写了。此所谓“眼

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前面这段情节，《世说新语》里

面也有，几乎相同，但唯独没有最

后的“洛阳纸贵”这一段。今人因

此怀疑，是《晋书》把这个典故从名

声不太好的庾阐头上给移到了左

思头上。不管出处到底是哪一个，

大概都会有人觉得，这也太夸张

了，一个王朝都城，抄几本书而已，

纸张就不够用了？这还真有可能。

按史书记载，或者说一般意义

上讲，造纸术是东汉的蔡伦改良后

才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自古书契多

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

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

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

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

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

咸称“蔡侯纸”。——《后汉书·蔡
伦列传》 （连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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