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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园

上/期/回/顾
早期的旅行社重社会效益不重经济

效益，上旅“苏州一日游”报价7.5元，旅

行社只赚5角钱。人们旅行的目的也很

单纯，就是为观光，对物质的要求很低。

上/期/回/顾
“呼兰”，系满语“烟囱”之意，与百姓

居地的缕缕“炊烟”有关。

一群大学教授

编/前
《女导游》是一部全景式描述女导游

的职业生涯及情感生活的长篇小说。
再现60后、70后、80后三代女导游的

职业秘密、情感密码与生存体悟。本报从
今天开始连载该书，以飨读者。

70年代（三）

萧红母亲姜玉兰，生于清
光绪十一年（1885 年~1919
年），长张廷举三岁，是呼兰县
姜家窝堡乡乡绅姜文选的大
女儿。《东昌张氏家谱书》记
载，姜玉兰“幼从父学，粗通文
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
我见到过萧红四岁时与母亲
的合影，姜玉兰高挑身材，杏
仁眼秋水清明，嘴唇微丰紧
闭，曼秀的鸭蛋脸，头发挽在
脑后，看上去透着东北女性的
安静与爽利。在萧红出生后
的几年里，她接连为张家生了
三个儿子，后来两个夭折，只
有张秀珂活下来了。

萧红对母亲的记忆是“恶
言恶色”，我想主要是一个拖着
一群孩子的母亲，对生活失去
了耐心的母亲的烦躁。天才都
是比别人敏感的人，萧红那根
纤细若丝的神经，童年所有的
风吹草动都会发出巨大的回
声，母亲的烦躁，在她听来完全
是厌恶。她这样的天才注定要
感受到更多的痛苦与委屈，因
为她的心灵如此薄脆，一点点

响动都会发出冗长的回声。
初秋的那天下午，我站在萧

红多次写过的后花园里，突然有
一种迷失感，那些已经要谢幕的
向日葵，那些开着沉重花朵的大
丽花，那还到处攀爬的豆角架，
那还在热闹结果的辣椒，每一朵
花，每一棵草，每一寸土地里，于
我都如同前世诱惑。

海明威说，一个人的一生
是五岁之前决定的。五岁前的
萧红因了母亲不断地生育，父
亲多数时间都在外面工作，她
的童年是寂寞的。她四岁时，
母亲生一男孩，乳名富贵，第二
年夭折。六岁时，母亲又生一
男孩，乳名连贵（张秀珂）。在
母亲去世的那一年，又生了一
个男孩子连富。家里没有别的
人，就是那个大院子。在一个
儿童眼里，那样的大院子，真是
太大了，大得让人害怕，长满了
荒草，荒凉得让人萧瑟。这样
的荒凉和寂寞奠定了萧红的性
格基调：有不安全感，想有人做
伴。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

道：
一到了夏天，蒿草长没大

人的腰了，长没我的头顶了，
黄狗进去，连个影也看不见
了。

夜里一刮起风来，蒿草就
刷拉刷拉地响着，因为满院子
都是蒿草，所以那响声就特别
大，成群结队的就响起来了。

下了雨，那蒿草的梢上都
冒着烟，雨本来下得不很大，
若一看那蒿草，好像那雨下得
特别大似的。

下了毛毛雨，那蒿草上就
迷漫得朦朦胧胧的，像是已经
来了大雾，或者像是要变天
了，好像是下了霜的早晨，混
混沌沌的，在蒸腾着白烟。

刮风和下雨，这院子是很
荒凉的了。就是晴天，多大的
太阳照在上空，这院子也一样
是荒凉的……

我们可以想像一个五六
岁的小女孩，在院子里钻来钻
去，有时候就坐在草丛里，盯
着天空或者蒿草发呆，那漫长
的时光好像在这里凝滞了。

那些云彩为什么那样奇怪，不
一会儿变成了大马，再盯着看
一会儿，马脖子越来越长，这
样子看上去就像长颈鹿了。
再看看周围，全是蚂蚁和蝴
蝶，还有蚂蚱和蜜蜂，蜜蜂嗡
嗡地响着，女孩子全听懂了。
有时候，女孩就在蒿草里睡着
了，蒿草是很厚的，她躺在上
边好像是她的褥子。她完全
是自然的孩子，也许就是个精
灵，前世本来就是植物与云
朵，她与所有的植物与动物是
无隔的。

如果一个人的童年是在
大自然里寂寞度过的，那么不
用问，他的想像力一定是非凡
的。什么样的教育也没有大
自然那无言的教育温厚质朴，
天地万物都是他的玩伴，万物
有灵，所有的植物与动物都能
与孩子交流，这样神秘的交流
日后将是心灵的宝藏。萧红
在这个荒凉的大院子里消磨
着她童年的时光。天光摇曳，
日影飞去，小小少年，正在长
大。 （5）

电视广告和新闻联播
翻开 1970 年 1 月 14 日

《人民日报》第6版，有一则天
然油石的广告：本产品经第一
机械工业部磨料磨具磨削研究
所鉴定……欢迎签订合同，到
期代为发运。零星需用全国各
大百货商场和大中城市钟表零
件专业商店均有销售。后面是
厂名、地址和电话。

从1970年 1月 19日《人
民日报》在刊登了三条工业产
品广告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
商品广告了。70年代，所有的
商品广告基本处于停顿。在报
刊上只保留少量广告版面，一
般用来刊登革命样板戏的广
告，如1970年 2月 5日《人民
日报》第4版，就刊登了这样的
广告：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
伟大胜利，革命样板戏1970年
春节演出。

1979 年 1月 14日，上海
《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由在上海
广告公司工作的丁允朋撰写的
文章——《为广告正名》。文中
针对人们把广告和“摆噱头”、

“吹牛皮”、“资本主义生意经”联

系到一起的现象做出了修正。
1979年1月4日，《天津日

报》登出了一则广告，主题是对
天津牙膏厂的产品介绍。蓝天
高级牙膏占据了通栏中间的位
置，约1/3，其余的版面被均匀
分配给了其他几个产品。颇富
戏剧性的是，天津牙膏厂这个
中国广告的先驱后来推出的

“蓝天六必治”牙膏的广告红遍
大江南北，那句天津味十足的

“吃吗吗香”还成为了当时的流
行语，至今仍时有耳闻。

电视广告在这年也开始出
现了，3月9日晚上，上海电视
台转播了一场国际女子篮球比
赛，然而令广大电视观众们无
比惊讶的是，在比赛中场休息
的时候，电视屏幕上竟出现了
这样一幅画面——当时的著名
男子篮球运动员张大维和他的
伙伴们，在一场比赛后津津有
味地喝着一种名为“幸福可乐”
的饮料。在广告还是个新鲜事
物的年代，这则电视广告在人
们的眼中是如此的新奇，甚至
还让不少正看着比赛起劲的观
众们怀疑是不是电视台播错了

节目。
不过幸福可乐并不是我国

的第一则电视广告，“第一”应
该属于“参桂补酒”。这则广告
诞生于1979年 1月 28日（农
历正月初一）下午3点05分，
用 16 毫米彩色胶片摄制而
成。这则长度为1分30秒的
电视广告，距离1941年美国播
出全世界第一则电视广告，时
间已过去了整整38年。

“雷达表——现代化的手
表”。这是1979年 3月 15日
《文汇报》第3版雷达表的广告。

1978年 1月 1日，CCTV
《新闻联播》开播，最早的主播：
李娟、赵忠祥。

正如《南方周末》一篇文章
评论的：30年来，这是中国大
陆知名度最广、全世界观众数
量最多的电视栏目。尽管面临
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压力，30年
收视历史所形成的巨大惯性，
依然推动着数以千万计的观众
在每天晚上7点打开电视机，
收看《新闻联播》。它是这个国
家机器里宣讲系统中最具象征
意味的意识形态符号。它的永

远不苟言笑的播音员，被称为
国脸；时政新闻里不同级别领
导人的出镜时间，被精确到秒；
主持人服饰的颜色冷暖，意味
着国家大事当天可能呈现的基
调；节目形态和播音员人选的
些许变动，就意味着政治格局
的调整征兆；而“今天的新闻联
播大约需要59分钟”，往往意
味着有重大事件发生。

正是从1978年正式开播
起，《新闻联播》就成了中国老
百姓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一个窗
口。它的“中国政治、经济风向
标”的地位，在中国人心中不可
撼动。

90年代，播音员张宏民有
一次穿着中山装登场，立刻在
各国使馆中引起强烈反响。
因为在他们看来，服装的改变
可能意味着政治气候的变
化。而事实上，张宏民不过是
因为当天值班的播音员请假，
临时“救火”的他没穿正装，才
以中山装上阵。《新闻联播》主
播一举一动的变化，都会令人
关注。 （11）

吃鱼的时候，有一根刺卡
在了黎静的喉咙里。白昌鱼的
刺很细，是那种容易忽视或者
漫不经心的细。黎静的脸色不
好看，师傅提醒她，说，你喝一
口醋吧，喝醋可以把刺消化
掉。黎静摆摆手，痛苦着。师
傅姓汤，搭档的时间久了，成了
朋友。他知道黎静的个性，便
自己跑过去给黎静倒了一点
醋，笑着说：这下你终于为我吃
醋了。

黎静微微笑，接过来，一口
喝下了。汤师傅在旁边补充
说，是山西的香醋。黎静便轻
咳嗽一声，觉得有一股隐约的
紧张从嗓子眼里冒出来，突然，
那股紧张松弛下来，停下了。
味觉跑动的速度并没有她想象
得那么快，只是从舌尖到喉咙，
短途。她第一次知道，原来，一
口醋喝下来，竟然有些小快
感。在醋沿着喉咙进入胃的那
一刻，她能联想到的是自己的
睡衣，丝质的睡衣。这是她对
醋的味道的全部感觉，光滑，像
丝绸一样。她甚至想，以后自
己是不是在心情抑郁的时候，
也喝一口醋。

海鲜排档正对着三亚湾，

天蓝得很，一头栽进大海里不
出来，便也将大海染得蓝了。
黎静的手机又响了，是老板陆
小丰，黎静咳嗽了一声，接通。
那边是汽车的喇叭声，一个女
声说拨错了吗，男声说拨错了，
是李静不是黎静。电话嘟一声
挂断了。

是一个老年纯玩团，有一
个老人大约是旅行社老板的亲
戚，所以，老板不停地打电话给
黎静，问老人的情况，玩得高兴
吗？去大小洞天了吗？黎静知
道，这是提醒。

下午四点的飞机，午饭后
便要散团的，所以团餐改到了
海鲜排档，老人们要吃油炸的
鱿鱼，黎静交代了合作的饭店，
应下了。老人们像是孩子，将
想要吃的菜名写在一张纸条上
给黎静，说，闺女，我们就想吃
这个，钱不够我们可以加，但就
要吃这些个菜。那菜单上的字
工整得很，解释了这个团的学
历，这是一群大学的老师。

带别的团，黎静要唱歌，要
不停地承受男人们的说笑，为
了能让他们购物，还要说一些
轻松的生活段子。可这一个
团，从接到他们的那一刻起，他

们便沉默着，问题少，像凝固了
很久的冰块。

黎静简单介绍完自己和行
程后，便安静地坐在旅行车的
前面。有提问的时候，才仔细
地讲上一阵子。黎静恰好不是
那种活泼的人，在这样一群安
静的人里，像是找到了磁场一
般，一路上都出乎意料的舒适。

只是，这些老人习惯捂住
自己的钱包，每到一个景点，都
反复地求证，是不是不需要另
外缴纳费用。仿佛他们是一群
专门研究旅游协议的人，只要
与协议里内容有一丁点儿区
别，他们就会敏感地提出意
见。就是景区里的观光车也不
坐，水也自己备着，看到景区里
出售的水果呢，只是问价格，问
完以后便开始摇头。他们是喜
欢比较的人，看到海水的蓝，也
赞美，但同时也会对比之前自
己去国外看到的大海。这些人
在经济上都是前半生拮据惯了
的人，所以，即使是有了钱，也
都是算计着花销，虽然在黎静
的眼里显得窄狭，却也有趣。

车上恰好有一碟古典音
乐，大抵是客人留下的。司机
不喜欢，连封套也没有，裸露在

杂物箱里。吃了饭，客人们陆
续上了车。黎静突然想起某份
旅游杂志上的话：古典音乐的
节奏舒缓，适合饭后的时候听
听，有助于消食。黎静便让汤
师傅放了。

果然有懂得听的教授，眼
睛笑着，投入的表情，那种对声
音的痴迷表露了他的修养。这
常常让黎静感到迷惑。黎静带
过的客人中，权要者不少，明星
也有过几回，从国外归来的洋
派人物也有过几个。然而，越
是这些闪光的人物，人性的瑕
疵越是明显。然而这些人一旦
进入一段音乐里，又或者某个
他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便立
即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
来，甚至人也变得精神了。

现在，车上的这些沉浸在
音乐里的教授正被一段音乐
沐浴，仿佛刚才在景区里斤斤
计较的人不是他们。不仅仅
如此，被音乐浇醒的这些人，
仿佛失业之后突然找到了一
份新职业一样，兴奋地要求去
购物。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