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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两江

无论春夏秋冬，他几乎天天雷打不动奔走在那条线上，似乎从来
没有疲惫的时候。如果没有他的大嗓门外加手舞足蹈，这条街可能会
堵成一锅乱粥。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整天在一个地方前前后后不
停地一溜小跑，要脚不停手不住地呼喝疏导，要与各色人等磨牙打嘴
仗，工作强度可想而知。遇见刮风下雨骄阳暴晒，那便更加够呛。

城市
漫记 校门口的

协警大哥

程华

要到娃就读的学
校去接他，必得拐进一
条支路。那条路以前
挺美，人不多，静静
的。道旁梧桐遮天蔽
日，沿街小铺小巧别
致，店面格局各具匠
心。怀孕时，老喜欢和
娃爹到那条街上溜跶，
踩着一路落叶沙沙地
走过。有时也踱进旁边店里，或吃
一碗东北水饺，或嗨一锅自贡“梭
边鱼”。

生娃后，好几年无暇去那边闲
逛了。到娃读书时去那条街报到，
一看，满街人行道两边，车停得满
满当当，把路挤得只剩一半，加上
络绎不绝的过往车辆，街上再也不
复往日的静谧闲适。

位于这条路上的学校，被沿途
停驻的车辆、双向往来的车流、门
口卖菜卖水果的板车遮得几乎看
不见了。每到早晚接送学生高峰
时段，校门口常常人车混行，险象
环生。

这时总能看到一名中年协
警。协警个子不高，行动敏捷，留
着寸头，目光炯炯。不知道姓什
么，好几次听卖蔬菜水果的大叔大
妈笑嘻嘻唤他“大哥”。协警穿着
反光背心，小贩们称之“青蛙背
心”。由于交巡警也穿“青蛙背
心”，于是许多群众误把协警也当
做了交巡警。

协警“大哥”确实颇具大哥风
范。其日常工作地点以校门口为
圆心，以此辐射开去大约百余米为
半径，每天从早上到晚上循环往返
若干趟。他视力极好，只要有车胆
敢在校门口停驻，他便会从百米开
外如天神般杀将过来，一声大喝

“赶紧走啊！”然后瞪圆黑白分明的
眼睛死盯着，直到对方乖乖开走。
那是相当有威慑力。

对大哥，我又敬又怕。敬的是
无论春夏秋冬，他几乎天天雷打不
动奔走在那条线上，似乎从来没有
疲惫的时候。如果没有他的大嗓
门外加手舞足蹈，这条街可能会堵
成一锅乱粥。人的精力是有限
的。一整天在一个地方前前后后
不停地一溜小跑，要脚不停手不住
地呼喝疏导，要与各色人等磨牙打
嘴仗，工作强度可想而知。遇见刮
风下雨骄阳暴晒，那便更加够呛。

我真的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耐
力。好几次，我下班过去接娃，满
大街都是车，实在没地方了，便偷
偷将车停到学校大门边一小块空
地上。待我东挪西挪把车塞进空
隙里，人还没下车，就听“砰砰砰”
窗玻璃脆响，心一紧，抬头一看，果
然，大哥叉腰站在车旁：“走了走了
啊！”

我差点哭了。好不容易挤油
渣一样挤进来，我容易吗？你早点
干啥去了，这是存心让我练车么？

我赶紧摇下车窗谄笑：“嘿大
哥，我马上走，就几分钟哇……”大
哥眼睛一瞪：“不晓得这是学校不
能停吗？走了快走了！”“我就是接
娃嘛，接了就走嘛！”“都来接娃，都

可以乱停？”
我 走 ，我 走 。

哼，我悻悻地甩盘子
另寻他处。

有一次，傍晚，
娃急着要吃了饭去
上兴趣班，我下班又
晚，实在没有时间
了。我一瞅大哥不
在，又硬着头皮停到

那个空隙里。
可他居然如同狗皮膏药，不晓

得从哪里冒出来，又黏上了我的
车。“砰砰砰”，我一听这声音就来
气，一张脸也黑了：“就几分钟哦。”

“一分钟也不行！”“就几分钟！”我
也梗上了。

大哥指指空中某个虚无的目
标，威胁我：“看到没？上面有监
控！莫说我没给你讲。”我一看表，
还有二十几分钟，还要吃饭，瞬间
急火攻心：“好好好你让警察来贴
我单子嘛！我就不走了！”说罢，下
车一甩车门，锁了，走了，留下大哥
气得狂翻白眼。

一个夏天，下班又去接娃，车
到支路口便不能动了，几辆随意掉
头的车把路堵死了。一看快六点
了，不知娃等得多不耐烦了，我焦
灼地四处张望，大哥，大哥去哪了？

此刻，一个熟悉的身影蹿将过
来，远远冲着那几辆车吆喝：“干
啥，干啥，干啥？”我心里一阵欢呼：
大哥你可来了！

几个车主不吭声，也不动车。
大哥径自跑到一辆车前面，敲敲车
窗，示意赶紧驶离。车主慢吞吞摇
下玻璃：“吼啥子吼，等人。”大哥眼
睛又圆了，一指街面：“不看看堵成
啥阵仗了？还不走！”对方扫他一
眼，依旧淡定。

我熄火，跳下车，跑到那辆车
旁边：“我说，人家一天跑无数趟
不辛苦吗！尊重一下人家的劳动
嘛！”可能是理亏，可能是听前后
喇叭响成一片，车主终于极不情
愿启动了。我偷眼瞅瞅大哥，大
哥也瞅我，我俩都有点不自然
地嘿嘿干笑了两声。他拿手
掌揩揩满头大汗，又冲我友
好地笑笑，跑后面继续疏
通车辆去了。

接娃出来，街面已经通
畅，没见大哥把守在“规
定地点”。娃好奇：“咦，
今天没见那个交警叔叔
呢？”我说：“不是交警，
是协警叔叔呀。叔叔
也是人，可能累了，找
地方休息一下去啦。”
车驶出一段，拐过一
个弯，娃像发现新大
陆似地叫：“他在那，
在那！”

我一瞧，协警大
哥 跑 这 个 堵 点 来
了。车从他身边滑
过时，我习惯性地看
了看他：满头大汗，
依旧目光炯炯。

（作者系重庆市
作协会员）

把皮影戏叫灯影戏，我觉得是
我们塬上人的智慧。这种戏，就是
靠灯成影来演出的。至于幕布上
那些“角儿”是什么材质做的，至少
我们小孩子是不关心的。我们甚
至不关心戏里到底唱了什么，我们
喜欢的是热热闹闹的场景。

每年忙毕，整个村庄是丰满的。家家
户户的新麦子装满了麦包，有些还扑出了
屋子，堆在家门口。那些麦草垛子则像蘑
菇一样一朵一朵见缝插针，生在村庄的各
个场上，圆润饱满，新鲜明亮。村庄这时候
像个吃饱饭的人，撑着圆滚滚的肚子，不小
心就会打个饱嗝。灯影戏就是这时候进村
的，不知什么时候，戏棚子已在靠近村庄大
路的场里搭了起来。戏棚子很简单，三面
围上帆布，形成一个小小的独立空间。

我是听到下午的戏班子唱“自乐班”时
跑出来的，此时太阳已偏西，亮晃晃的夕阳
和着轻轻的凉风照着戏棚子。戏班子于村
庄来说是熟悉而陌生的，这是隔了一年后
的重逢。一年又一年，也许戏班子里少了
旧的面孔，多了新的面孔，只是灯影戏于村
庄来说，一切照旧。

“自乐班”的唱腔清脆洪亮，一会儿就布
满村庄的角角落落，村里的大人小孩像我一
样朝戏棚子涌来。我感觉他们是突然冒出
来的，刚才还空荡荡的村庄，一下子就人影
绰绰，大人提着小板凳，慢悠悠地一摇一晃，
迈着碎步，不急不躁；小孩子跑跑跳跳，风一
样刮过来。戏棚子前聚拢一堆人时，“自乐
班”唱得更欢了，扁鼓敲得密集如暴雨，二胡
拉得激昂如战马，锣钹拍得山响如雷鸣……
那唱戏的男角儿想必是也唱到了激越之处，
脸红颈涨，吼声如狮。一会儿，换个女角儿
来唱，唱风突转，细细绵绵，婉转清悦，唱得
人浑身如羽毛拂着一样舒坦。

“自乐班”确实就是乐呵乐呵，只吹吹
打打，说说唱唱，并不表演，算为晚上的灯
影戏热场。唱上几段，戏班子收了家什，各
个成员到派饭的人家吃饭去了。

戏声再一次响起，已是晚上，没有月
亮，几颗星星明明灭灭，眨着眼。人们打着
手电筒，摸摸索索朝戏场走去。总觉得忙
毕过后并没有多少活儿，但看戏的人们似
乎习惯了听到戏声才往戏场赶。从各个村
巷里走出来的人听到对方的脚步声才发现
彼此，相互打一声招呼：“看戏去呀？”“嗯，
你也看戏去呀？”于是一同朝戏场走去。此
时村庄是十分安静的，高高矮矮的房舍沉
在一片黑暗里，沉默不语。戏场上的灯火

在黑暗里闪闪烁烁，戏声使村庄的寂
静更增加了几分。

戏棚子前已坐着黑
压压一片人，从后面

看去，一片脑袋在
白色的幕布下

借了弱弱的
灯 光 圆 溜
溜 地 布 着
——此时，
戏棚子前
已架好了白

色的幕布，灯
影戏正唱得热火

朝天。一片祥云从右
上角飘了下来，一个仙
人驾着祥云飞走了；一
张桌子摆了上来，一个
戴官帽的人唱着秦腔
晃动着身影走到桌
前；一棵树栽在了幕
布上，一个人扛着
斧头来了……我
并不能看懂戏里
演的什么，我只看
那一个个影子在

幕布上变幻着，人

影物影忽大忽小，或和
风细雨，纤纤移动，或暴
风骤雨，腾挪翻飞。我
便想起了父亲在油灯下
教我们做手势游戏的情
景。父亲用手指的交错
变幻，教我们把影子映
在墙，于是一只狼吐着
长长的舌头探出头；一
只兔子摇着耳朵晃来晃

去；一把剪刀咔嚓咔嚓铰着挪过来……
于是跑到了戏棚子的侧面，从帆布和

幕布之间的空隙朝里看。唱戏的各种声响
骤然大了起来，轰轰地朝耳朵里灌。那挑
戏的老汉正半蹲着马步，两手各挑一个皮
影人，手指不知如何交错运作，幕布上的两
个人影便打得不可开交。突然，他张嘴开
唱，吼声如雷贯耳。才唱罢，另一个敲扁鼓
的接上唱。此时细瞅戏班子里的各个角
色，都各司其器，眼睛盯着幕布，专心致
志。原来唱灯影戏的角色都是一人担几
职，又会乐器又会唱。我想那挑皮影的老
汉一定是个人物，他不时会对其他人说几
句，于是一会这个唱一会那个唱。

我正看着戏班子的各色人物各种表现，
生出一些联想，突然听到戏场上哈哈的哄
笑，又跑到前台去看。原来幕布上的画风已
变，一个老婆正在教训他的老汉，各种调皮
话儿倒核桃似的从老婆老汉嘴里蹦出来，惹
得看戏的人不由不笑。我也跟着笑起来，这
就像唱秦腔大戏时的丑角戏一样，是最讨孩
子们喜欢的。我想我能隐隐约约记得的灯
影戏也就是《张三怕老婆》《刘海砍樵》之类
的几个丑角戏了。至于其他咿咿呀呀总也
唱不完的戏，只是听听热闹，并未认真看
过。于是，在很多时候，戏没唱完，孩子们的
瞌睡便来了，一个个回家睡觉去了。

对灯影戏的人物，孩子们是感兴趣的，
我们趁灯影戏没开演前，跑到戏棚子跟前
看挑戏的老汉收拾各个“牛皮人人”——皮
影。他把晚上要演出的各个皮影拿出来摆
在案板上，拿起这个摆动比划几下，拿起那
个左右端详一阵，有时会卸下这个人物的
头安装到那个人物的身上，然后一个一个
挂在戏棚子里专门拉扯着的一根线上。那
些皮影在线上一颤一颤，影子在光线下拉
得老长。一个个皮影人物脸谱和服饰造型
生动形象，或纯朴粗犷，或细腻浪漫，或夸
张幽默。流畅的雕镂，艳丽的着色，使各个
人物生动活泼。后来才知道，皮影的制作
是颇费功夫的，一个皮影，从选皮、制皮，到
画稿、过稿，到镂刻、敷彩，再到发汗熨平、
缀结完成，是经过了复杂而繁琐的程序
的。于是对皮影多了一份崇敬。

皮影也是充满诱惑的，那些挂在线上活
灵活现的皮影，总让我有伸手去摸一摸的冲
动，终究是怕挑皮影的老汉骂，不敢伸手。
我却可以长久地盯着皮影看，看皮影的雕刻
模样，看皮影的脚手关节构造，看挑皮影的
竹签子。这个倒让挑皮影的老汉有了几分
自豪，他不会赶我走，偶尔还会朝我笑一笑。

看皮影的时候，我心中已生出许多想
法。等唱灯影戏的唱完戏走了，我便有了
事做，找来硬皮纸，画上记忆中的人物形
象，用母亲画花的颜料上了色，再用剪刀剪
下来，人物的头、手臂、腿、各个关节是分开
制作的，头用枣刺与身体连接，便于我做的
好几个头形换来换去使用，其它关节用线
连接，再在脖颈、双手用枣刺各按上一个长
短合适的细高粱杆，像模像样的“皮影”便
做成了。我是挑“皮影”的师傅，叫来弟弟
妹妹当观众。那一阵子，古代人物的形象
占据了我的整个小脑袋，连包课本的书皮
封面都画着各式人物。

无论灯影戏曾经如何辉煌，终究已成
过往，于我来说它已成为历史的符号。灯
影戏，那“一口叙还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
兵”的艺术形象，只活跃在那个人丁兴旺的
乡村时代，用它质朴灵动的表演，反映一代
人自足幸福的日子。

（作者单位：忠县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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