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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坐
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蚕豆花
儿香呀，麦苗儿鲜。风车呀风车那个依呀呀
地唱哪，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

这是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主题歌曲，
正是这首美妙的歌曲最早开启了我对爱情
的向往，不管在何时，不管在何地，不管心情
多么的灰暗，一听到这美丽的弦律，我就幸
福得直颤，歌声让我的爱情和生活通体明
亮，艳阳高照。

最早听到这首《九九艳阳天》是在故乡
老家。那年我8岁。走村的电影队在村口
两棵老槐树中间挂出白色的银幕，老槐树的
星空下开始讲述《柳堡的故事》：一座小木
桥，静静地横在小河道上，一条小木船，顺着
小河道缓缓前行。岸边，杨柳依依轻扬，风
车缓缓转动……歌声飘起来，副班长和二妹
子美丽的爱情就在歌声和风车的转动中美
丽地讲述，让我的心痒痒的，懵懵懂懂的明
白生活中还有比糖比玩具更美妙的东西，我
开始向往长大后要去找一个二妹子一般眼
睛那么纯、辫子那么长的美丽爱情，不到情
窦初开的年龄升出了一个爱情的梦想。

守望着美丽的爱情梦想，守望着朴素的
农历，我们长大，生活中真实的爱情经历和
爱情感悟，我们才渐渐明白，掀动我爱情梦
想奶酪的不仅仅是副班长和二妹子枪林弹
雨中朴素纯洁的爱情故事，还有那首刻骨铭
心的歌。

《九九艳阳天》这首歌在影片中出现了
四次——

第一次，四班全体战士帮助房东田大爷
修房子，副班长李进唱起了这首《九九艳阳
天》。在“哥哥惦记着呀小英莲”的歌声中，
副班长和二妹子相见了。副班长的活跃、开
朗、激情，加上弟弟小牛的夸赞，给二妹子的
心湖投下了一颗荡漾的石子，这也许就是她
一开始去找副班长倾诉苦难的原因吧。把
自己的心事唱成一首歌，无论他在何方，风
声帮你传达你的愿望和心事。是副班长的
心事？是二妹子的心动？总之，表达爱情，
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歌声。

第二次，新四军来了，二妹子觉得有了
希望，她到河边收衣服，口里欢快地哼唱着

“决心没有下呀怎么开言”，你能感觉到她内
心的幸福快乐在荡漾，美好的爱情总是不好
开言的。歌声中，二妹子甜甜的笑靥也成为
这部电影的经典名片，那笑声就像一袋柳
絮，被歌声吹得四处飞扬，在二妹子心里，在
副班长心里，也在我们心里。记住你最爱的
人最爱的歌声，爱情的秋天硕果累累。

歌声第三次响起时，爱情的柳絮毫无
疑问扎进了心田的土壤，再也无法拔去。
懵懂的情愫在铁的部队铁的纪律面前自然
被战友们闲话被指导员谈话，面对歌声和
爱情，李进唯一的选择只有放弃。部队要
南下，面临的还是分离。“这一去呀翻山又
过海啊，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回还”。副班
长李进走了，二妹子站在那棵大树下，空旷
的田野上回荡着空旷的和声，仿佛二妹子
心灵深处幽幽的呼唤——他还会回来吗？
他还能回来吗？牵挂是银幕内外共同的主
题。爱的人可以天各一方，爱的旋律永远
在心里。

影片的结尾是美好的，《九九艳阳天》的

歌声第四次响起时，已经是连长的李进回到
了柳堡。小河还是那条小河，天上还是九九
艳阳，岸边还是柳树成荫。在运送公粮的木
船上，李进与二妹子重逢了，他们的手第一
次拥握在一起——

幸福的花儿，开了。
副班长和二妹子的爱情故事其实也很

简单，就是一个新四军战士和他们房东女儿
的爱情，但他们的爱情在歌声《九九艳阳天》
的背景中却是那么美丽和感动。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
告诉小英莲，这一去翻山又过海，这一去三
年两载呀不回还，这一去呀枪如林弹如雨
呀，这一去革命胜利呀再相见。”我们回想副
班长和二妹子爱情开始的时候——李进在
一次小小的战斗中负了轻伤，这样就有了一
个与二妹子单独在一起的早晨。那应该是
一个情窦初开的早晨，全班战士都去出操
了，李进因伤留守，二妹子拎了一壶开水进
了战士们临时驻扎的房间。她递给李进一
碗开水，交接中，两人的手指触碰了一下，那
碗水竟然差点泼翻，那是青春的萌动……现
在，我们唱着这美丽的爱情歌曲，我们边唱
边想着，爱情这个东西，真是很美妙，她让你
心里一直挂念着他，让你为他付出所有，让
你思索着自己的爱情，该从哪里开始呢。众
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爱情的灯火就在
手碰处……

“哪怕你十年八载呀不回还，只要你不
把我英莲忘呀，等待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
……”我们就异常地感动那时侯的人为什
么就能让爱情那么简单，为什么就没有那
么多的欲望和不满足。爱情的承诺重如千
斤，期望得到的也只是互相在梦想和未来
的成功。

想象歌词中的三年两载、十年八载，千
山万水。想象那些朴实的承诺和简单的期
待。我们今天的爱情是不是太过于复杂？
是不是要求的太多？

歌声是美好的，现实是真实的。
真正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副班长在一

次战斗中牺牲了，长辫子的房东女儿不知去
了何方。

真正的歌声回放是这样的：曲作者高如
星因为《九九艳阳天》，在那个年代，被说成
靡靡之音，被送进监狱，因为对音乐的坚持
经常遭到毒打，导致肋骨打断插入肺部。
1971年2月14日，弥留之际的高如星要妻
子给他唱首歌，妻子哽咽着唱不下去，刚从
乡下来的侄女眼泪汪汪地说：“叔叔，我给你
唱吧”。当“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
哥哥坐在河边……”响起在飘满泪花的旋律
河流之上，24岁作出唱遍大江南北的《九九
艳阳天》，42岁却让自己的人生在《九九艳
阳天》中成为休止符。如今很多有情人用对
唱《九九艳阳天》来表达爱意，只是我们一代
音乐才子高如星却再也无法听到……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
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蚕豆
花儿香呀，麦苗儿鲜。风车呀风车那个依呀
呀地唱哪，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

美好的爱情应该是一个两个人慢慢地
去体会、慢慢达到圆满的过程，《柳堡的故
事》和情歌《九九艳阳天》讲述的就是这样一
个过程。

面对我们今天的实用爱情、快餐爱情、
经营爱情、合同爱情、公证爱情，我们的确应
该让歌声来洗涤我们爱情的尘垢，把爱情放
到九九艳阳下去翻晒一下，阳光的味道，真
的很阳光！

我真想告诉生活中每一个男孩子、女孩
子，宽容你的爱情，宽容你的爱人，宽容你的
生活，爱情的艳阳天，总会如望到来。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家协会主席)

刘妈一会替刘钢掖掖被角，一会迅
速上下打量他几眼，磨磨叽叽不肯起
身：“莫催嘛，我再坐一阵，陪你摆哈龙
门阵嘛。”

刘钢越加不耐烦，一张黑脸拉得多
长：“啰里啰嗦！走走走，瞌睡来了睡觉
了！”一把拉起被子遮住脸。

刘妈木了一下，慢慢起身：“好好
好，我走我走，那你好生将息哟，记到
按时吃药，牛奶给你放床头柜里面
了，明天我给你炖个药膳鸡送过来，
还有……”

刘钢一动不动。
刘妈叹口气，一步三回头蹭出

病房。
听脚步声远去，刘钢轻轻揭开被子

一角，问旁边队友老李和小季：“快看，
走了没得？”小季去走廊上扫了一眼，回
头对刘钢点点头。刘钢长吁一口气，大
声呻唤：“唉哟，痛死老子们了！”

刘钢左腿摔断了，部分断开的骨渣
刺进肉里，伤势严重。局里第一时间
联系了绿色通道，派专人来慰问看望
并对接医院作了先期处理，接下来就
等手术了。

今早上，刘钢和老李小季奉命抓捕
一名重案嫌疑人。对方嗅觉比狗鼻子
还灵，老远一看势头不对，退后两步调
头就跑。“站倒，警察！”嫌疑人一听脚
板翻得更快，一般人显然不是对手，但
他很不幸遇到了刘钢。刘钢当年在警
院是长跑冠军且速度惊人，和兔子有
得一拼。

一前一后冲过两条巷子后，嫌疑人
慌不择路拐进一栋旧板房，刘钢死死

“咬”住不放，老李小季动作稍慢点，跟
在后面一阵猛追。

嫌疑人狂奔到二楼，一看走投无
路，回头刘钢已经迫近，便一头翻过楼
道窗口跳了下去。听到下面一连串雨
棚碎裂声夹杂重物落地的闷响，原路追
下去恐怕来不及，刘钢毫不犹豫紧跟着
翻窗跳下去。就在双脚落地瞬间，刘钢
的身子猛地倾斜了一下，一股钻心剧痛
袭遍全身。他站不起来了。

老李小季刚好赶到，一个冲上去制
服了一跛一跛欲逃走的嫌疑人，一个扶
起面无人色的刘钢，再抬头一看头顶
上，他俩惊出一头冷汗：一楼顶棚上挂
了好几只大铁钩，就是用来挂猪肉那
种，生锈的钩子犬牙般向上龇着，如果
跳下时正巧撞到任何一只铁钩的话，
用刘钢后头的话说，那就可能真的

“挂”了！
刘钢马上被送往医院。小季嘴快，

路上就打电话通知了刘钢妈妈。
刘妈一听差点晕过去。刘钢爸爸

也是警察，在刘钢很小的时候，刘爸爸
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牺牲了。虽然刘钢
从小调皮捣蛋没让刘妈少操心，但她
从来舍不得动这根独苗苗一指头。六
年前刘钢要报考警院，两娘母大吵一
架，她绝对不想独子将来再吃这碗
饭。刘钢冒火了，威胁要离家出走。
她晓得拦不住，只好哭着由了他。警
院毕业后，各方面都出色的刘钢本可
留校或去分局机关，但他偏要申请去
刑警支队，说当警察就要当刑警，是男
人就该上一线。

刑警是个又危险又吃力的活儿，经
常会面对亡命徒，这几年刘钢八方办
案，刘妈没少担惊受怕。儿子出差几
天，她就几天吃不下睡不着，直到他好
手好脚地回来了，她一颗心才哐地落
地。好在儿子次次都有惊无险。“你儿
命硬，能有啥子事？”每次听到妈妈碎碎
念，刘钢就嬉皮笑脸打断她。

“你是啷个搞的嘛我的儿吔！”一听
儿子伤得这么重，正在买菜的刘妈丢下
菜篮子，心急火燎就往医院赶。

刘钢躺床上痛得龇牙咧嘴，一听他
妈妈要来，劈头把小季一通臭骂：“过河
过水喊我妈来干啥子？她有高血压晓
不晓得！你生怕事情闹不大，还不快
点打整干净，快点！”他恶狠狠指地
上。哦哦。小季答应着，叮叮咚咚跑
出去找来一把拖把，叮叮咚咚又冲进
来，三下五除二将地上一滩血拖了个
干净。老李扯了几张纸巾，轻轻擦去
刘钢一脸冷汗。刚刚忙活完，刘妈就旋
风样进来了。

“今天居然没约楼脚袁孃孃跳坝坝
舞啊？”刘钢强笑。

刘妈不开腔，望着儿子苍白的脸，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她闷坐片刻，想
掀开被子查看伤情，刘钢死命不让，于
是出现了文章开头一幕。刘钢强撑一
阵，痛得实在熬不住了，看他妈妈还没
得要走的意思，他终于发火了。他吃准
了，在他面前她属吃硬不吃软一类，只
要他一冒火，她必定事事依他。

目送刘妈一脸苦相走了，小季皱
起眉毛不无责备：“刘哥，你未免太钢
了嘛？”

刘钢叹口气，声音低了八度：“你不
懂。”然后一声不吭了。

过一会，小季准备出去给大家买几
瓶水喝。穿过楼下花园时，他看到一个
老妇人的背影。她孤独地对着花台在
抽噎，声音低低地压抑着，薄薄的双肩
一抽一抽。

“刘妈，刘妈？”小季停步，有些迟疑
地唤她。

刘妈身子抖了一下。她慌忙抬手
擦擦眼睛，慢慢回过头来，憔悴的脸上
用力浮起几丝笑意。

“您莫伤心呵，钢哥受伤了是病人，
病人吗心情肯定不大好。不过您也不
用太担心，他伤得不重……”小季劝慰。

刘妈安静地望着小季。
小季垂下眼帘，声若蚊吟：“真

的，伤得不重。放心嘛，养几天就好
了……”

刘妈眼里又浮起泪花。她眼泪越
聚越多，终于一滴一滴落在衣襟上：“你
们还在打伙骗我。”她带着哭腔，一只手
慢慢伸进衣兜掏出一张纸摊开：“我来
的时候就找了医生。医生说他要动手
术，还不晓得能不能完全恢复……”

小季无言以对。那是一张检查报
告单。

“这娃儿，从小就是个犟拐拐，不管
吃了好大苦都不吭气，他是不想我担心
……”刘妈青筋暴突的手捋捋几丝纷乱
的白发，抬头努力冲小季笑笑：“你走
嘛，千万莫给他说我晓得，免得他又担
心我……”

（作者单位：重庆市公安局）

守望爱情的艳阳天
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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