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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秧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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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申请执行内蒙古众生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物抵债的房产需要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

内蒙古众生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在的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开发区腾飞大
道众生大厦第3层1031号 (建筑面积1549.87平方米, 产权证号：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
2005039418号）、第4层1041号（建筑面积1515.90平方米，产权证号：呼房权证赛罕区字
第2010132659号）、第9层1091号（建筑面积1386.67平方米，产权证号：呼房权证赛罕区
字第2010132692号），过户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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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乡愁是人一生
难以割舍的情感，村里秧
歌队的活动，便是我挥之
不去的记忆。

呼和浩特清水河县盆
地青村的秧歌队，成立于
啥时候我也说不清楚，反
正从我记事时起，我们村
就有一个相当不错的秧歌
队了。盆地青的秧歌队是
当时盆地青人热爱新生
活、团结奋进的象征。他们
的演艺水平在当时那个年
代十里八乡是很有名气
的。

秧歌队的队员由当时
村里爱好文艺的青年人组
成。虽然那时人们的生活
还是艰辛贫困的，但是人
们的生产生活热情却是非
常的高涨。他们白天参加
集体的生产劳动，晚上排
练文艺节目。他们排练的
节目除了歌颂共产党外，
还有传统的《明公断》《曹
庄杀狗》《老少换妻》等。

记得闫二叔演的包文
正真是绝了，头戴黑乌纱
脚穿黑踩靴，脸是黑黑的，
牙是白白的，还用胡子遮
着，唯一看到一点白的就
是白眼睛仁儿，看那铁面
无私的演艺风度，真是台
上一声吼，台下抖三抖。

占宽哥人长得俊气秀
丽，他扮演的角色是年轻
漂亮的大姑娘或小媳妇，
看那穿着绫罗绸缎，头戴
着五颜六色的花束与各种
各样的环穗，走起路来轻
飘飘的，台上的装束与扮
相美极了。

辛外哥是耍丑的。本
身身体的灵活性与柔韧度
都好，平时就能说会道，再
加上台词的诙谐衬托，更
逼真、更逗人啦！我觉得他
的演技仅次于《十五贯》娄
阿鼠的扮演者。不知什么
戏里有他的一句台词：“卖
豆腐挣下二尺布，白天苫
豆腐，黑夜苫屁股……”当
时成了我们孩子们的趣笑
话题。

当时的秧歌除了大戏
以外，还有短小精悍、生动

活泼的二人台。如海宽哥
和大白女演的二人台《钉
缸》《五哥放羊》等等，动作
熟练、歌声洪亮，好看极
了。我还记住了《钉缸》里
的一句台词：“钉烂旧缸你
赔新缸，依嗨依哎嗨。”

每年过了正月初二，
戏班子就开始红火了，先
是在本村唱，后来还要到
外村。当时的秧歌队不仅
活跃了我们村的文化生
活，而且还极大地激发了
人们参加劳动生产的积极
性。

正月初二上午全村人
开始迎喜神。戏班子的人
全副武装，为新的一年风
调雨顺、六畜兴旺而忙活
儿着。这时，人们争先恐后
燃放爆竹，河滩里到处是
欢笑声。我们这些孩子们
更是跑前跑后，看哪个二
踢脚没响完去争抢着。

喜神迎回来了，就开
始踩院子。为了一年家家
户户的安康幸福，秧歌队
都要去每家每户的院子里
敲锣打鼓踩院子拜大年。
那踢场的、拉花的，在拥挤
的人群中穿来穿去，他们
或恣意摆动着二尺长的胡
须，或做着各种鬼脸，或腾
空跃起翻着难度很高的筋
斗。辛外哥是个领唱的花
脸，说念喜歌，唱的台词完
全是他自编现唱。他有着
很强的观察应变能力，看
见啥唱啥，唱段从不重复，
唱的全是些对主人家表示
祝福、恭喜的唱词，如：“这
个院子宽又宽，四面又把

骡马拴，红灯高挂喜盈门
呀，儿孙定要当高官。”等
等，让人听了好不愉快。

每年到了冬天农闲时
节，是戏班子排练的时候。
村里从韩庆坝请来了教戏
师傅，一个叫王豹钱，一个
叫王存钱。挣钱不知咋挣，
反正吃饭是戏班子家里轮
了。我家有因大哥和姐夫
是队员，所以也要常来吃
饭。记得当时教戏师傅说
我大哥唱戏嗓子不算好，
但那架势是挺好的。

那时候的人们虽然生
活艰苦，但精神振奋，总是
那么的乐观、开朗，干什么
都认真专一。记得我大哥
回到家里，总是一边干活
儿一边背台词，手里给母
亲拉着风匣，嘴里还念着
台词。有一天有人路过罗
辛外他们家厕所时，听到
里面有人在说话。他要进
去看个究竟，结果看见是
辛外哥一边圪蹴在那里一
边背台词。可见当时秧歌
队员们的学习认真劲儿，
他们给人们带来了欢乐，
他们付出的努力也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
变迁，我们村的秧歌队在
不知不觉中解散了，村里
的欢乐和凝聚似乎也随之
少了许多。我有时也想，村
里的秧歌队如能延续到现
在多好啊，可想想那也是
不可能的。我还是那句老
话，愿我们盆地青村团结
奋进的精神能永远延续！

文/张 瑞

生命的窗外，随处都

是风景，故只有打开心窗

方可观赏；人生的路上，沿

途都是风光，故只有一路

前行方可欣赏。

平凡的人生真实，平

淡的生活踏实，平服的心

情憨实，平和的心境朴实。

美，奢求完美，有悖真

理；美，追求完善，才是真

谛。

善是真，善亦是美，故

善有善为。如此，一心向

善，无论是择善而从，还是

从善如流，善必有善报。

大气者忍让，是人生

修养的境况；大度者容让，

是生命涵养的境界。

惯于空谈的人，思想

一定贫乏，故言之无物；嗜

于奢谈的人，灵魂一定苍

白，故言而无信。

小看他人，有时是把

自己放大，故好大喜功；低

看他人，有时是把自己高

抬，故好高骛远。

痛苦，如若一时挥之

不去，总要学会坚强；艰

苦，如若一时难以改变，必

须学会顽强。

遇事，心烦气躁，情绪

必然低落；处事，心急火

燎，情绪必然失控。

好事乐作，是最大的

乐趣；坏事恶为，是最大的

恶疾。

快乐可以是流行的，

但决不能是世俗的；娱乐

可以是时尚的，但决不能

是奢靡的。

有名无实，故不管说

了什么，都徒有虚名；有始

无终，故不管做了多少，都

徒劳无功。

文/巴特尔

上小学三年级的孙女
俏俏，手捧一本200多页的
英语书专心致志地看着，偶
尔还“咯咯”地笑几声！是外
国人的幽默？还是……

我突发奇想，问她“华
语书好看？还是英语书好
看？”没想到她头都没抬，当
即毫不犹豫地回了我“当然
是英语书了！”。我晕圈了，
这么快她就“叛变”了。

遥想当年，俏俏刚进
新加坡幼儿园时的往事，
依然历历在目。当年，她刚
来到新加坡时，很庆幸地
顺利进入了家附近的政府
新建幼儿园。刚入园的那
几天，她每天都盼着大人
早点去接她，回到家里她
会很失望的告诉我们“今
天又没有交到新朋友！”甚
至常常在一个人玩玩具时
还念叨着她中国幼儿园好
朋友的名字。一天早上，我
帮她穿衣服时，她说“昨晚
我又在梦里和我原来的好
朋友一起玩了。”此时，我
们也深深感受到了新环境
给她内心带来的孤独和无
奈。可就是帮不上忙啊，只
能看着她，陪着她咬牙挺
过去。那个时候最能给她
带来快乐的，就是从中国
带来的华文故事书了。每
天一回来就要求我们给她
读书。我们也很重视她的
华语学习，教她背古诗词，
成语接龙。

突然有一天，她回来高
兴地说“我终于有了一个新
朋友，她也是中国来的。”原
来，新加坡幼儿园的小朋友
之间都是用英语交流，她不
会说英语，和小朋友们不能
交流，岂能不苦恼？好不容
易来了一个说中文的，一见
面彼此就成了好朋友。

令我没想到的是，一
次接她，她很神秘地对我
耳语道“我觉得我的英语

老师长得好丑啊！你可别
告诉别人，这可是咱俩的
秘密。”我一听便知道她这
是听不懂英语课而对老师
产生了厌烦，忙答应替她
保密。公正地说她的英语
老师长得不难看，在菲律
宾人中算得上是好看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跟她
分析了她的华语老师和英
语老师各漂亮在哪？重点
夸奖英语老师，我说“上课
的时候你盯着英语老师多
看看，乍一看她并不漂亮，
但很耐看，有一种人越看
越好看。”她似懂非懂点着
头睡着了。

两个多月过去了，一
天我去接她时，她高兴地
扑到我的怀里说“奶奶你
说得对极了，我的英语老
师真的是很漂亮耶！我开
始喜欢她了，她也喜欢
我！”听了她这一番话我心
中不由得窃喜，谢天谢地，
她终于过了英语交流这一
关。从那以后她也不再像
以前那么想念她中国的老
朋友了，回到家里还会告
诉我们哪个同学是印度
人，哪个同学是马来人。说
得最多的是爱淘气的印度
女孩，名字叫Monica。有了
新朋友，她的心情就大不
一样了，上学的路上常有
歌声相伴，接她时还没玩
够，不想回家。全班同学都
成了她的新朋友，每一天
她都被快乐包围着。

一天，我送她入园后
去买菜，回来路过她的幼
儿园，正赶上集体唱国歌，
只见她站在队伍的前排，
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右手
小拳紧握，贴放在左胸间，
神情庄重地用流利的英语
唱着新加坡国歌。这次，倒
是看得我眼睛湿润了，一
颗悬着的心有了着落。

新加坡在李光耀的倡

导下实行“双语教学”，从
幼儿园起，每个班都配备
一名英语老师和一名华语
老师。幼儿园的英语老师
大多来自菲律宾，华语老
师大多来自中国。双语教
学使孩子们受益，尤其是
中国来的孩子受益颇多。
孩子们从幼儿园起就说英
语，在学校同学之间，同学
和老师之间都说英语，回
了家邻居小朋友来玩，也
说英语。有时我在一旁傻
傻地听一会，问俏俏“你们
在说什么？”她匆忙扔过来
一句“奶奶你不懂！”就把
我打发到一边去了。有时
候她说，“我不知道华语该
怎么说啊！”这样的环境，
孩子们的英语进步很快。
上学后，俏俏的英语、华语
在班上都名列前茅，二年
级当华语班长，三年级当
班长。但是，由于新加坡的
华语教材内容编写得太
浅，老师又不像中国老师
那样训练他们读写，孩子
们的华语相对英语就弱多
了。像俏俏这样喜欢英语
书胜过华语书的中国孩子
大有人在。她的华语水平
和家乡的老朋友们相比就
差得很远。所以，就拜托好
友在中国买些中文书带过
来，以增加她的华文阅读
量，效果是读没问题，但好
多字不会写。英语的26个
字母写起来就容易多了。
许多新加坡孩子认为“华
语太难学了！”俏俏虽然不
这样说，但有谁能超越自
己生活的环境呢？

俏俏在一天天长大，
她在学习的过程中虽然有
过这样那样的纠结，今后
也不会一帆风顺，但不管
怎样，她已经战胜了自己
最初的烦恼，正适应着新
环境，新的学习内容带给
她的快乐。 文/湘 茹

俏俏的烦恼

思露花语

◎◎草原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