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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九点半
■ 李阳

“德伯家的苔丝！”

每当到了好吃的草莓大量上市的季节，

甫一看到超市里鸽子蛋大小的红色草莓整

齐排列着，既娇艳又洁净，双眼陡然明亮的

母亲和我都会相视一笑，异口同声道。

彼时，一股久远的香甜诱人的气味，立

即穿越四十余年的时空，在空气中弥漫散发

开来……

夜，漆黑，静谧。二三百米开外连绵不

断的黄土高原，敦敦实实、沉默不语，在点缀

了几颗星星的夜色幕布衬托下，是更加厚重

的黑暗。

一群人，一群人分成五排，腰板笔直整

整齐齐端坐在黑暗中，双手放于两膝，两眼

直视前方。前方，是与夜空连在一起的无边

夜色。俄顷，星星退隐，几缕不安分的寒风

横冲直撞粉墨登场，从高大威猛片叶皆无的

白杨树顶上俯冲下来，挑衅般在那群人的脸

颊上闪过。

他们，纹丝不动。

“咋回事儿？”“是啊，还不来。”“天可真

冷……”一阵“咚咚咚”的跺脚声让寂寥的夜

多了几分躁动。

与那群毫无声息端坐着的人有着鲜明

对比的是，他们身后围着另一群看上去无组

织无纪律的几十人，嘈杂的声音就是由这部

分人发出来的。

“解散，刚接到通知，今晚不来了。”一个

低沉的嗓音从七嘴八舌中突兀而起。

“起立！向右转！齐步——走！一二

一，一二一……”

随着“嚓嚓嚓”的脚步声起，那五排服装

统一的军人，已经列好队，拎起各自的板凳

迈着整齐的步伐，向部队大院深处的营房走

去，转眼消失在黑暗之中。

余下的人们缩起脖子，三五成群被寒风

驱赶着往大院外涌去。出大门右转，路过我

读书的安家门小学，往上走一段几十米长的

斜坡后，向右拐进了地质队大院……

“起来，快起来。”刚进入梦乡的我，忽然

感到身上有些冷，睁眼发现屋子里大亮，母

亲站在我的床边，一手拎着棉被的一角，一

手拿着我的衣服，她已穿戴整齐。再一瞅，

父亲坐在家门口的木凳上，正在穿地质队发

的那双翻毛大头鞋。

“咋了？”我揉揉朦胧的睡眼问。

“快点，电影来了。”

“噢。”毫不犹豫立即翻身下床的我，迅

速穿好衣服，戴上围巾、手套，跟着父母一脚

踏进寒冷的深夜。路上遇到清瘦的不苟言

笑的总工程师，还有十多个黑乎乎的身影，

大家心照不宣，脚步匆匆，敲醒门房杨大爷，

请他打开地质队大院的大铁门，一起出院向

左拐，往坡下奔去。

部队大院的操场上，五排身着绿色棉军

装的军人，已经再次整整齐齐地坐好，他们

面前那两棵高大的白杨树之间，挂着一面巨

幅的镶着黑色宽边的白色幕布，这群人的身

后，一台放映机开始“沙沙沙”地转动……

“嘿，当兵的，你不等我了，你不守信用……”

吉普赛姑娘叶塞尼亚富有磁性的嗓音

在深夜响起，她长着长长的黑色卷发、大大的

黑眼睛，野性直率、无拘无束，简直太漂亮了。

投射到银幕上的光柱里，出现了一朵雪

花二朵雪花，三朵四朵……更多的雪花在光

柱里一飘而过，一场蓄谋已久的冬雪纷纷扬

扬悄然降落。不一会儿，操场变成了白色，

所有人的头顶都变成了白色。

除了不远处的安家门村偶尔传来一两

声犬吠，操场上寂静无声，所有人都目不转

睛盯着银幕上不断转换的画面。墨西哥、吉

普赛，那些艳丽色彩和异域风情，令人目不

暇接。叶塞尼亚、奥斯瓦尔多，多么朗朗上

口，李梓和乔榛两位老师的配音，让那两个

充满异国情调的名字变得特别好听，仿佛有

了性别。他们生活的地方没有黄土高原、没

有渭河、没有苦难和贫穷，是在世界的哪个

未知时空里呢？

站在大雪笼罩的冬夜，看着画面上的热

带风光，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寒冷。

比平时晚到两个小时的电影，让雪夜观

影的人们少睡了两个小时，可丝毫没有影响

大家的情绪。第二天，地质队大院那些没能

在十一点半起床看电影的人，得知《叶塞尼

亚》是一部爱情片时，捶胸顿足懊悔不已。

哦，爱情，没有战争没有硝烟没有牺牲吗？

真的只有谈情说爱？不缺吃不缺喝？那多

美好啊。

一九八零年的元旦，在地质队大院人的

唏嘘慨叹和零星的鞭炮声中，翩然而至。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们

全家随搞地质勘探工作的父亲，住在坐落于

甘肃省陇西县文峰镇安家门乡的地质队大

院。彼时，大院内知识分子云集，全国各地哪

儿的人都有，尽管如此，每晚茶余饭后，各家

各户除了千篇一律的大人读书看报、织毛活

儿，孩子们写作业，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一年四季中，最热闹的集体娱乐活动就

是看电影了。

地质队大院的灯光球场上，一群刚从野

外收队回来的年轻地质队员们，穿着红蓝两

色的跨栏背心，鏖战正酣，场外叫好声此起

彼伏。围观者皆是各家的孩子，手里拎着板

凳或椅子。

夜色降临，篮球比赛结束。孩子们欢呼

着冲到场内，迅速抢占地盘摆放板凳木椅，

还有人找来半块破砖头或一截枯树枝郑重

其事地摆上，直着正在变声期的破锣嗓子

喊：“这是我家的位置，谁也不许占！”

工会的几位叔叔忙着挂银幕，架放映机。

附近安家门村、冯家门村、潘家门村的

男人婆姨们早早吃罢晚饭，带着娃们狗们来

大院看电影。他们远远地圪蹴在墙角、白杨

树下，或大礼堂四周，安静地吸着卷烟、纳着

鞋底、嗑着葵花籽，满脸好奇与期待，等一场

精神盛宴开席。

《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开枪为他送行》

《永不消逝的电波》《烈火中永生》《英雄儿女》

《卖花姑娘》《闪闪红星》《早春二月》《骆驼祥

子》《小二黑结婚》《朝阳沟》《牧马人》《画皮》

《大闹天宫》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

每到此时，灯火通明的地质队大院都热

闹非凡，像一锅煮开的水。

大院最辉煌的时候莫过于放映《少林

寺》的那个夏天。第一场就让全院老老少少

面红耳赤热血沸腾；第二场时，多神奇，居然

还有第二场，热闹场面堪比过年。提前知道

消息的附近老乡们拖家带口蜂拥而至，甚至

带着干粮和水壶。大院的墙头上、白杨树杈

上、大铁门上，全骑着猴，不，人……电影

散后，门房杨大爷捡了十几只鞋子，摆在

大门口水泥地上，第二天才被丢鞋的人认

领回去。

随后，大院里多了许多秃驴。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秃驴，

看棍！”

“秃驴，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暑假

作业快点拿来给俺老孙抄一下！你个四

眼秃驴。”

可惜电影不是天天都有，好在与地质队

大院相邻的部队大院，会弥补这个缺憾。而

且，他们放映的电影与地质队大院大相径

庭，放映的时间点更是令人颇为费解：晚上

九点半。每次都是等整个文峰镇和安家门

乡几乎都打起高低不一的呼噜后，部队大院

才开始悄悄挂银幕。

《紧急下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简

爱》《牛虻》《蝴蝶梦》《魂断蓝桥》《罗马假日》

《追捕》《望乡》《远山的呼唤》《桃花扇》《追

鱼》《女驸马》《卷席筒》《铡美案》……

金发美女、红色比基尼、谈恋爱、接吻、

面包鱼子酱咖啡鸡尾酒、交谊舞、小汽车，京

剧豫剧黄梅戏咿咿呀呀、呜呜哇哇……所有

我们现实生活中没有的灯红酒绿、光怪陆

离、唯美古装，都在驻扎于穷乡僻壤的部队

大院银幕上展现，五光十色花枝招展。

……梳着亚麻色发辫的十七岁的苔丝，

头戴系着蓝色丝带的草帽，眨着天真无邪的

蓝眼睛，那么美丽，她的背后是粉色的玫瑰

花墙。贼眼放光的亚力克，目不转睛地俯视

着比他略矮的苔丝，随手摘下一枚硕大的带

着两片绿叶的红色浆果，递至苔丝的唇边，

眼神贪婪的样子，就像狡猾的猎人要捕猎一

只无辜的小鹿。苔丝忽闪着长睫毛，羞怯地

看了亚力克一眼，就着他的手，一口吞下那

枚汁水丰盈的浆果。

“不要！不要吃！”“唉，傻姑娘……”“禁

果啊……”几声叹息从观影的人群中发出。

那些眼神明亮的军人坐姿端正，寂静

无声。

我关注的重点问题则是，那是什么好吃

的东西？草莓？什么是草莓？怎么从来没

见过？只有外国才有吗？看上去特别特别

好吃的样子啊。天啊，亚力克居然给苔丝采

摘了整整一篮子的草莓，还用几支粉色的玫

瑰花盖住了它们……从此，那个美丽的画面

再也无法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

那年春天，安家门小学大门口，摆摊卖

熟麻籽、炒黄豆、煮洋芋的小商小贩中间，席

地而坐着一位面色黢黑的大爷，他的面前放

着一顶破边的草帽，草帽里垫着一块看不出

颜色的毛巾，上面摆着三五把红色的浆果，

一把大约有十枝，每枝有几片小绿叶，顶头

上长着一颗花生仁那么大的小圆果子。

“这是啥？”从不会错过任何新奇食物的

我，好奇地问。

“草莓。”

“草莓？不是吧？这么小。”我的眼前立

即闪现德伯家的苔丝红唇边硕大的果子模

样，心跳有些加速，这就是我神往已久的草

莓？从天而降了？禁不住口舌生津。

“饿（方言‘我’）这是野草莓，好吃地很。”

“多少钱？”

“一角。”

一角钱？巨款啊，我没有。相比旁边小

摊二分钱就能买到的一碗熟麻籽或一颗煮

洋芋，这个光鲜漂亮的“草莓”的价格显然过

于昂贵了。不过，它可是草莓啊，是我心心

念念摸不着看不见远在天边的草莓啊。没

什么好犹豫的，赶紧跑回家，找出我的小猪

存钱罐，拼命摇晃，“咣当”掉出一枚五分钱

的硬币、“咣当”“咣当”连续掉出两枚二分钱

的硬币后，比葛朗台还吝啬的小猪再也不肯

“下蛋”了。忽然，我想起攒钱是为了买心爱

的漫画书啊，那时候我正迷比利时漫画家埃

尔热的《丁丁历险记》呢，这可咋办？恍惚中，

丁丁、小狗白雪和草莓一起站在一台天平上，

丁丁和白雪越变越小，草莓越变越大……

漫画书可以以后再买，草莓可不一定时

时都有。想到这里，不再犹豫的我，捂住衣袋

跑回小学门口，气喘吁吁地站在老大爷面前，

摸出三枚硬币，小声说：“我只有九分钱。”

“九分就九分，娃娃可怜的。”

三枚带着我的体温的硬币放到大爷皴裂

的大手中，善良的老人递给我一小把野草莓。

凑近一闻，果香浓郁，小心翼翼摘下来

一颗放进嘴里，噢，酸甜可口，真好吃啊。不

是苹果味，不是梨味，不是西瓜味，反正它与

我吃过的有限的几种水果都不一样。

举着那一小把就像举着一束火焰，一路

狂奔，还没进家门，控制不住惊喜的我，就嚷嚷

道：“妈妈，妈妈，我买到苔丝吃的草莓了。”

“草莓？不是吧？这么小。”刚刚下班回

到家的母亲，发出的疑问与我如出一辙。

“大爷说这是野草莓，好吃地很。”当地

方言已经说得很流利的我，脱口而出道。

看着那一小把绿叶红果，母亲喃喃自

语：“光秃秃的黄土高原上还藏着这样精巧

美丽的野果子吗？”

没过多久，黑白电视机开始在地质队大

院普及，慢慢地彩色电视机也问世了，到了

全大院人无一遗漏轮流抱着棉被，在大礼堂

通宵看风靡一时的录像片《霍元甲》，地质队

“十三棍僧”和秃驴们开始转型苦练迷踪拳，

清瘦的不苟言笑的总工程师竟能随口哼唱

一两句“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时，在我们

心中拥有至高无上地位和无穷魅力的电影，

它的娱乐江湖霸主地位不复固若金汤，渐渐

式微，独属于我们地质队大院和部队大院的

电影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成为永远的绝唱。

若干年后回忆起在两个大院看电影时

的旧事，忽然想起两种不同的感受：

每次看完地质队大院放映的影片后，对

比电影里的那些苦难、贫穷、流血牺牲，都会

觉得自己当时的生活真幸福啊；

每每在部队大院看完电影，却时常滋生

出各种不满足和向往，啥时候能住上电影里

的高楼大厦、坐飞机、航海、自驾私家车，过

上锦衣玉食的日子呢……

我问过母亲这个问题。

母亲说：“会有那一天的，实现四个现代

化时，你就能过上那样的好日子。”

至于何时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十

岁的我，浑然不知。

萦绕在我脑海里的还有很多疑问，一是

部队大院为何晚上九点半才放映，且都是特

别好看的电影？二是在部队大院看晚上九

点半电影的观众，为什么只有军人和地质队

大院的职工、家属、孩子？为什么只通知地

质队大院的人去观影？怎么通知的？放倒

了只有彼此心知肚明的消息树？摔杯为

号？还是有暗语“天王盖地虎，今晚九点半”

“宝塔镇河妖，洋芋收到了”？三是为什么知

识分子云集的地质队大院那么躁动尚武，相

较之下部队大院却温文尔雅、高深莫测？他

们不是更应该简单明了，“雄赳赳气昂昂”生

龙活虎杀声四起吗？四是部队大院的军人

们为啥从来不到地质队大院看电影？这似

乎有悖于礼尚往来的古训。

这些问题，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如今，酷暑天，盖着毛毯躺在豪华影院

VIP专座上看票房几十亿元的热播电影，在

电脑特技声光电酷炫的视觉与听觉多重刺

激中，我，实在不好意思，我、我睡着了……

“你要是再来亲我的话，我就砸碎你的

脑袋，我们吉普赛人说了算。”

“不，我只是想看看你的眼睛。”

“奥斯瓦尔多，我们必须分手了……”

“不，叶塞尼亚，我爱你，无论谁，无论什

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我也爱你！……我爱你！奥斯瓦

尔多！”

四十多年前那个冬夜，浑身上下里里外

外都满是文艺细胞的父亲母亲，把我从热被

窝里揪起来，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去部队大院

看《叶塞尼亚》的场景，在梦中出现了……

被十足的冷气冻醒后，眼前巨大的银幕

上，天人交战、上天入地、眼花缭乱的画面，

幻化成了玲珑剔透的雪花，轻舞飞扬，还有

镌刻在记忆深处那被雪花覆盖着的一操场

沉默不语的人。

时过四十余个春夏秋冬，那些英姿勃发

的“当兵的”，现在已至耳顺或古稀之年。每

当他们回忆自己曾经年轻的军旅生涯时，还

会记起那些浪漫的永不再现的“今晚九点

半”吧。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充当过给地质队

大院放观影消息树，或传递暗语的通讯员

呢？当年正值青春风华正茂的他们，看到银

幕上年轻美丽裙裾飘飘的安妮公主、冬妮

娅、安娜、琼玛、玛拉、真由美、瑞贝卡、瓦尔

瓦拉瓦西里耶夫娜时，都在默不作声地想什

么？那一部部电影史上不可复制的经典之

作，对他们各自的人生有没有潜移默化的深

远的影响……

后来因父亲工作调动，我家搬迁至华北

平原的一座油田，第一次进影院观影。若干

年后，辗转得知部队大院早已不复存在，那

些军人不知迁徙至何处去了，大院原址变成

了一处乡镇企业所在地……

若非故人，谁知那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

一群英姿飒爽的年轻军人，“今夜九点半”曾

经上演过那么多场精彩绝伦的电影？

一想到栽种在内心深处多年的那些疑

问，永远不会发芽开花长出答案了，就像再

也回不到少年时黄土高原下我的伊甸园了，

一阵不知从哪里长途跋涉而来的风，从早已

过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生活的我的面颊上吹

过，好像发出一声叹息，让人感觉特别惆怅

……

在新时代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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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生活，才能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