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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
年有一句很
霸气的口号
叫“ 身 居 茅
屋 ，胸 怀 世
界”，真切体
现了中国人
那个时代的
世界观。只
是那时的世
界只能在书
报里呈现，除
了极少数人，
世界只能藏
在 胸 怀 中 。
改革开放后
的 前 20 年 ，
我们埋头苦
干建设着自
己的世界；改
革开放的后
20 年 ，我 们
终于有能力
有机会走出
去，看看当年
无比向往的
另 一 个 世
界。只有走
出 去 ，方 晓
世 界 之 博
大 ；只 有 走
出 去 ，才 更
能认识珍爱
我们自己的
国家。作者
以周游世界
的亲身经历
道出一代人
的 心 声 ：躬
逢盛世，方能
走遍天下；身
居华屋，莫忘
茅舍土瓦。
重庆晚报原
副 总 编 辑
许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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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改革开放40年 主题征文选登
截稿日期：2018年10月31日

感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让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日子。我不
仅评上了高级职称，物质待遇得到很大改善。退休后，更有了充分的
时间，用来休闲和旅游。虽然青春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可以抓紧人生
最后的季节，多看几处奇异的风景，多走几个神秘的国度。

追梦之旅
邢秀玲

40年前，我们这一代中年人欣逢盛世。有次故乡的同学聚会，畅
谈未来的愿望：有的向往住大房子，有的希望涨工资，有的期盼子女
将来有出息……轮到我，大家问：“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说：“出
国旅游，看看外面的精彩，瞧瞧世界的奇妙！”同学们都用诧异的目光
看着我。当时出国还很稀罕，更没有自费出国一说，以为我是痴人说
梦，异想天开。

或许和我的职业有关，我喜欢走南闯北，踏访陌生的地方，探索
新奇的事物。每当派我出外采访，真比过年还高兴！因为是省报记
者，我几乎踏遍了青海高原的山山水水，既见识过西海碧波的柔媚，
昆仑飞雪的凛冽；也领略过戈壁风沙的狂暴，瀚海蜃景的奇幻；还亲
临西部无人区，感受“不冻泉”的神秘，“沙蚀林”的蛮荒……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被派往深圳特区采访，感受了改革开放
前沿阵地日新月异的发展，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青海相对比
较闭塞和偏远，走出国门的机会很少，只能是一个梦想。

九十年代初，我随丈夫调到重庆，当年的愿望也一步步得到实
现。先是在缅甸、越南、泰国、印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转悠。重庆直
辖后，国际航线一年年增加，已开通包括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中
东等域外航线30多条，国际机场气势恢宏，旅行社更似雨后春笋般
冒了出来，办理出境手续也十分便捷，最快7天拿到护照，可以说走
就走，遍游世界了。

2004年7月，我和四位重庆女作家自费旅游西欧11国，那是第
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过去在西方电影中见过的画面一下变成了真
切的现实，心情特别激动。白天看景点，晚上写日记，回来写出一本
散文集《紫调欧罗巴》，得到文友们的赞许。

随着家庭经济的不断改善，我和先生有了一起出国旅游的条
件。五年前，我们参加了一个18人的旅游团，乘坐重庆至悉尼的航
班，开始了为期12天的“澳新游”。从美轮美奂的悉尼大剧院到风光
旖旎的黄金海岸；从多姿多彩的毛利人文化村到环境幽美的高山养
殖场，处处引发出由衷的赞叹，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半年之后，我们又远赴北欧四国和俄罗斯游览，取道柏林回国。
美丽的芬兰湾、神秘的皇后岛、忧伤的“美人鱼”、威武的“青铜骑士”、
幽邃的挪威峡湾，都嵌进了我的记忆屏幕，也写进了我的旅游随笔之
中。我俩都不想当“到此一游”匆匆来去的过客，先生喜欢摄影，我热
爱写作，每到一地，在别人购物、休憩的间隙，总要抓紧时间，将旅途
中的所见所闻装进镜头，写成文字。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2013年9月，我和先生在女儿的陪伴下，登
上了豪华壮美的“珍爱号”邮轮，从意大利热那亚港出发，漫游了地中
海沿岸的五个国家、九个港口城市，完成了向往已久的“蓝色地中海
之旅”。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在我们眼中都那么神奇！沉睡已
久的激情被重新唤起，苍老的心灵也变得春意盎然。在邮轮到达的
第一站那不勒斯，我们远眺了烟雾缭绕的维苏威火山，触摸了被火山
灰掩埋1600年之久的庞贝古城；在“艺术殿堂”西西里岛，我重温了
多年前读过的名篇《西西里柠檬》，膜拜了两千多年前的格雷科剧场；
在马赛港的伊夫岛，我们见识了触发大仲马的灵感，写出世界级经典
《基督山伯爵》的故事发生地；在巴塞罗纳的哥伦布广场，我们瞻仰了
大航海家哥伦布气势非凡的雕像，沉浸于他那充满惊涛骇浪的“发现
之旅”……

我们在游山玩水观赏城市风貌时，不仅欣赏自然景观，更注重人
文内涵，尽量发掘一些具有人文价值的信息。于是，我在素有“音乐
之邦”美誉的德国和奥地利叩访音乐大师莫扎特、贝多芬、舒曼、勃拉
姆斯们留下的故居，聆听那些或雄浑奔放，或浪漫轻柔的美妙旋律。
在“艺术之都”巴黎寻觅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乔治·桑们的作品中
出现过的文街墨巷、古老建筑：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协和广场、香榭
丽舍大街……搜集文豪们的轶闻趣事，将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写进
我的游记。不经意间，一本《西方名人轶事》的构思在车船颠簸的旅
途中完成了。而我的先生也将一路的点滴发现拍摄下来，经过认真
的筛选和梳理，编辑成一本《旅途光影》，准备出版。

过去，我曾经抱怨过我们这一代人，吃的苦不
少。长身体的年龄，碰上了饥饿的年月，发育不良；
读书的阶段，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工
作后工资也少，却要撑起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
家。别说出国旅游，连出门逛街都成为一种奢望。

感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让我们这一代人赶上
了好日子。我不仅评上了高级职称，物质待遇得到
很大改善。退休后，更有了充分的时间，用来休闲和
旅游。虽然青春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可以抓紧人生
最后的季节，多看几处奇异的风景，多走几个神秘的
国度。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电影气气！我明白了，他经常背着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在
队上放露天电影，眼前这汽车的柴油味他早闻惯了，太熟悉了，
所以他才出此妙语！

“电影气气”的故事
向求纬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从万州来到城口县，后来当了民办教
师。城口县地处大巴山南麓的边远山区，我到的这个巴山区更是城
口的“窵远户”，紧接川陕界梁，进县城得走130里翻山越水的山路，
到“外省”镇平、岚皋等地却近便多了，几十里翻过界梁就是。巴山
区不通公路，祖祖辈辈进山出山只凭一双腿，搬来运去全靠“背二
哥”（搬运工人），许多山民从未走出过大山，有的高山农户家的老人
一辈子没到过河边的场镇。这儿真算得上是典型的闭塞落后之地
了。

那是1978年，一个好消息传来：从县城沿朝北方向转东北方
向、经过万源县钟亭乡的地界辗转修到巴山区的一条公路，7月1日
就要通车了！这可真是件天大的好事！

这天一大早，场镇居民和农村社员家家都起了个早，有的还穿
上了过年的新衣服，全拥到场镇边的公路尽头处看热闹。我那时已
到巴山中学代课，也和老师们一起前去看稀奇，巴山山民有很多还
真没见过汽车哩。

公路尽头处人山人海。这时，眼看着十几辆披红挂绿、满载日
用百货的东风牌大货车鼓着眼睛，喘着粗气缓慢地开过来了，只见
公路里边的山民吓得脸红颈胀，东躲西藏，有的沿背坎拼命往上爬；
公路外边的则赶紧朝石坎下跳，接二连三，生怕这庞然大物伤着自
己。

车终于停下来。胆大的开始近前观看。有人问：“这大背老二
一顿要吃多少粮食呀？”有的说：“怕一顿要喝斤把两斤酒才跑得动
啊？”这时，有位电影放映员，平日里人们叫他“何电影”的小伙子大
声武气地说：“喂，喂，你们闻到没有，闻到没有，这大背老二有股什
么气气？什么气气？”

什么气气？众人正诧异间，只听“何电影”朗声说：“没闻到呀？
好大一股电影气气哟！”

电影气气！我明白了，他经常背着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在队
上放露天电影，眼前这汽车的柴油味他早闻惯了，太熟悉了，所以他
才出此妙语！

“何电影”是我的学生，他放电影在银幕上见到过汽车，这次是
他第一次见到“真家伙”，而且他还即兴发明了这样一个词儿，令我
多年不忘。

大约是1998年吧，已调回万州日报当记者的我到城口巴山镇
采访，又遇见了“何电影”。他早已不放露天电影了，自己买了部“桑
塔那”小轿车开着，风光得很。巴山镇到县城的公路已经拓宽硬化，
50多公里路程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听说有段时间，“何电
影”还用自己的车在巴山和县城之间跑“黑车”，虽然找钱，还美其名
曰“为了方便群众出行”，但这事儿违规违法还危险啊。别人说“何
电影”你搞不得哟，哪次查到了你吃不了兜着走，老本都要赔进去！

“何电影”听人劝，重操旧业，在巴山镇办了一家豪华影视厅，再不似
当年到村寨地坝里竖木杆拉幕布放电影，也不再使用突突突响声大
气味也大的老式发电机发电了，而是按着电钮，拿着遥控器，逍哉遥
哉地将巴山一隅的山民业余生活带进七彩的光影声波里。

一晃到了2008年，国家又在巴山镇附近破天荒地修起了一座
巨大的水库，巴山蕴藏量丰富的钡矿国家也加大投入开采利用起
来，巴山镇眼见得空前地热闹起来，“现代”起来，“风光”起来，“发
达”起来。“何电影”也是“与时俱进”，将影视厅交给别人照看，自己
到钡矿公司当了个管后勤运输的部门经理，手里掌握着几十辆清一
色冒“电影气气”的大车小车，这些车就从那年举行通车典礼的地方
出发，过水库大桥，穿电站隧道，在宽阔多了平顺多了的县内快速通
道和县外高速公路上来来回回地跑，主要业务是拉钡粉到襄渝铁路
上的万源火车站。

“何电影”的儿子也长大了。20多岁的小伙子，他可不愿顺理成
章地重蹈父亲的路，自己也买了一辆大货车，还承包了电站的运输队，
主跑线路是县城新修的通到巴山水库的一条沿湖公路，和从巴山通
到陕西安康的跨省公路，一路上又跑车又兜风，岂不更加优哉游哉！

今年初春，我又到城口去。县里领导说，向老师呀，你知道渝
（重庆）西（西安）高铁早就列入规划了，可你不知道从你们万州延伸
过来经开州到城口的这一段，今年就要动工了吧？到时候回你的第
二故乡巴山镇，就是喝杯茶的工夫呢！果然在巴山和“何电影”一起
喝酒的时候，这小子说，老师您还记得“电影气气”呀？只怕高铁一
通，您就再也闻不到啰！

真是改革开放40年，巴山深处换新天哪！当年人们称之为“鬼
不生蛋”不毛之地的巨大变化，这怎能不让我们感到由衷的欣喜？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荣誉副主席，三峡都市报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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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为
见个通车，大
巴山深处的
山民“喜大普
奔”，视为过
节；叫汽车为

“大背老二”，
竟猜它要吃
几斤酒才跑
得 动 路 ……
甚至，只在电
影里见过汽
车模样的小
伙“何电影”
还给喝柴油
的大家伙取
了个奇怪的
绰号：“电影
气气”……作
者用喜剧电
影似的手法
来描写了令
人叹息的过
往，曾经活得
封闭、贫困的
山民与现在
见多识广、握
汽车方向盘
一样握住自
己命运的山
民形成了巨
大的反差，使
本文极具令
人感慨的戏
剧效果。作
者更以“何电
影”的个人史
来触碰了一
段国家的历
史，显露其原
本的质感和
温度。

重庆市
作协散文创
委 会 主 任
吴景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