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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零二期

征稿启事

1、我和祖国共奋进。 1949年 10月 1日，那是一个永远的印记，指引

着无数人找到生命的方向。 70年来，贵阳这座城市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故

事，从以前到现在，身在贵州的您和亲朋在祖国的建设中作出过什么样

的贡献？如果您有可以分享的故事或回忆，请以“共和国故事汇”为主题

进行创作，欢迎您在 10月 1日前来稿。 投稿要求：800字内，可配图。

2、我和“建国” 、“国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代的篇章缓缓

翻开。 时代的印记不仅仅刻在城市发展上， 还刻在人名上，“建国” 或

“国庆”成为了新生儿名字的首选。 他们笑着闹着，从稚嫩的孩童长成

满怀理想的青年， 再走到遇事坦然的今日……您或者您亲朋的名字有

叫“建国” 或“国庆” 的吗？ 如果有，欢迎您来聊聊关于“建国” 和“国

庆”的故事，并在 10月 1日前来稿。 投稿要求：800字内，可配图。

3、我和新中国同生日。 1949年 10月 1日，许多人与新中国同在这

一天诞生，同是襁褓里的婴儿，开始摸索着向前。 70 年的时光弹指一

挥，新中国从一株嫩芽长成能为民众遮风避雨的巨树，而懵懂无知的孩

童们也长成时代任务的扛肩者。 还有不少人出生于 10 月 1 日，尽管不

同年，但同日。您或者您的亲朋有出生于 10月 1日的吗？这个生日有带

给您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吗？如果有，欢迎您来聊聊关于和新中国同生日

的故事，并在 10月 1日前来稿。 投稿要求：800字内，可配图。

4、说说“剿匪” 经历，讲讲“三线” 故事。 1949 年，贵阳解放，人民

欢欣鼓舞地投入到建设中，但贵州还散布着土匪……1950 年，广大军

民开展剿匪斗争，经历了 20个月，匪患被根除。 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中

期，贵州成为大三线建设地区的重点省份，无数工人、干部、知识分子、

军人和民工建设者，怀着青春与热情，扎根贵州，播下了贵州现代工业

文明的种子。您或者您的亲朋参与过贵州的剿匪斗争吗？您或者您的亲

朋又是否参与过贵州经济建设？如果有想讲述的经历或故事，欢迎您在

10月 1日前来稿。 投稿要求：800字内，可配图。

5、记忆里的盛夏。“冰棍儿，冰棍儿，一毛钱一根儿……”许多年前

的夏天，嘹亮的叫卖声曾在大街小巷里悠悠响起，轻轻松松便勾走了孩

子们的心，在这个奇思妙想的季节里，还有许多乐趣等待众人捡拾……

关于记忆中的夏天，您有什么故事，或者有想要分享的回忆？ 欢迎您与

我们联系。 投稿要求：800字内，可配图。

6、祖孙情。 您是否有顽皮的孙子孙女？ 他们的任性在您这里是撒

娇，哭笑不得，却还是想让 TA 过忧无虑的童年。 在您小时候是否也有

这样一位祖辈的保护伞？如果有，欢迎联系我们，分享您的故事或照片。

投稿要求：800字内，可配图。

7、我的志愿。 从小到大，每个学习阶段或许都需要填志愿。 不同年

代的人，填过不同的志愿，得到不同的回答。有人会如愿以偿，有人怅然

若失，与心仪的方向失之交臂……

8、书画摄影作品长期征集

提醒：以上投稿均发送至邮箱 2313967729@qq.com，邮件主题格式

为“投稿人姓名 + 年龄 +‘征稿主题’ ” ,邮件内须注明真实姓名、联系

电话、通信地址。

贵阳乐龄 邀您来玩

只要您是贵阳晚报的忠实读者，年满 50岁，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个展

示的舞台———贵阳乐龄，从报纸到新媒体，邀您来玩，晒出您的幸福生活。

如果您有才艺，有持之以恒的爱好，请与我们联系，晒出您的才艺，

我们还会邀请专家学者为您点评。

如果您和您的家族有不一般的经历，请与我们联系，我们诚挚邀请

您分享您的故事。

订阅热线：85834880��85821740

小河区域：83906466�������三桥区域：86860184�����观山湖区（碧海）：84715554�����大营路区域：86860184

小十字区域：85820039���贵惠路区域：85980238���观山湖区（金华园）：82239839����乌当区域：86410008����

广告热线：0851-85860467��85842830

我的学生时代是在上世纪五

十年代，当时我特别喜欢看电影。

那个时期，是新中国建立后我

国电影事业的黄金时代，每年全国

各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各种题材的

影片，数量多、质量优，加之学生票

价低廉，使我有机会看了很多好电

影。影片中电影演员以形象和精湛

的表演， 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

象。 那时，我多希望有一天能亲眼

看一看艺术家们的风采啊。

真是无巧不成书， 在一次巧

遇中，我的这个愿望竟然实现了。

1959 年春末的一天中午，我

上街买东西。 当我走到小十字时，

见满街的人在议论什么， 再向前

走到贵阳电影院门口时， 只见人

山人海围着两个人， 我使劲挤进

去， 竟然看见了表演艺术家秦怡

和康泰。 一个大美女， 一个大帅

哥， 但衣着打扮是那样的简单朴

素，言谈举止是那样的文雅可亲，

没有半点大明星的派头。

我环顾四周， 未见一个安保

人员，围观群众热情高涨，秩序井

然。 两位艺术家站在影院大门楼

梯口笑容满面地向观众挥手致意

后， 便随工作人员走进影院银幕

前的舞台上。 当我近距离亲睹到

他们时，脑海里突然闪现出《铁道

游击队》 中拿着手榴弹飞快投向

鬼子岗村的芳林嫂；《渡江侦察

记》中开军车冲向敌群，壮烈牺牲

的周常喜的英雄形象。

现在， 两位艺术家奇迹般地

站在我的面前，我十分惊喜。

台上，康泰彬彬有礼地对观众

作了简短讲话。 他说：“贵阳的观

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和秦怡这次

是到云南去拍《摩雅傣》，路过贵

阳， 临走前短暂地同观众见面，受

到了你们非常热情的欢迎，我们很

高兴，也很感动。 我们今后一定要

拍出更多的好电影， 希望大家喜

欢， 也让我们今后常在银幕上见

面。 今后若有机会再来贵阳，我们

一定会再来看望你们。 再见了，祝

你们身体好，家庭好，生活好！ ”全

场观众全体起立，用暴风雨般的掌

声欢送两位艺术家。 这时，站我身

旁的一位老太太激动得自言自语：

“真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呀！ 今天

能亲眼看见你们，三生有幸。 ”

整个见面会，观众席中没有一

个人高声喧哗，没有一个人举止不

雅， 没有一个人要求签名留念，表

现出贵阳观众高度文明、礼貌的精

神风范。 见面会虽然简短，但却给

大家留下了永远难忘的美好印象。

两位艺术家走后， 观众们纷

纷拿出电影票对号入座， 观看他

俩主演的新片《青春之歌》，再次

从银幕上欣赏他俩扮演地下工作

者林红、卢嘉川的艺术形象。

第二年底，《摩雅傣》 公映

了，我急切地走进电影院，观看这

部反映云南傣族生活题材的影

片，细细品味秦怡、康泰在不同题

材、不同角色、不同风格影片中的

精彩表演。

此外，1979 年夏天，影片《李

四光》剧组来贵阳，拍摄地质科学

家李四光 1944 年来贵阳乌当区

考察贵州高原冰川遗迹的故事。

主演李四光的艺术家孙道临来

了。 有一天，我同妻子在东山阳明

祠玩， 碰巧观看到了剧组在这里

拍摄李四光当年在乌当区麦壤村

来仙阁内生活的一场戏， 贵州省

话剧团演员赵秀丽扮演他的女

儿。 期间，我有幸领略了孙道临那

不同凡响的表演。 作者 王绍祥

女儿在外省读五年大学，今

年的 7 月 1 日她毕业凯旋， 还带

着她的朋友——— 一只幼猫一起

飞回贵阳……

原来， 女儿的校园里有两只

流浪着的 “中华田园猫”———系

“夫妻” 。 它们，每每去我女儿们

的学生宿舍要吃的。 我女儿和她

的同宿舍的两位同学， 就把这对

流浪猫当作自己的“宠物” ，免费

给它们提供吃喝和其他便利。

那只“女猫”待产时，匆匆忙忙

地跑到我女儿的学生宿舍里求助。

女儿和她的那两位同学， 积极地帮

这位准妈妈在她们的宿舍里安置了

“产房” ，给它接生，悉心照料它及

其子女们。更有趣的是，这位猫妈妈

的配偶，也“大驾光临” ，每天守在

“女大学生宿舍” 里， 陪护着它的

“夫人”和新生的孩子们。

几度寒窗，数载苦读。 女儿要

毕业啦，怎么办？ 这几位女大学生

把刚刚满月的几只幼猫，每人带一

只回家抚养。 并且，她们把猫妈妈

和猫爸爸也联系好了收养人家。

我的女儿带回来的这只幼

猫，乘飞机回到我家，它的机票是

三百余元人民币。 它，天真活泼幼

稚可爱，不远千里空降而来，它没

有丝毫的怯生———与大花猫玩，

与黑八哥玩， 与黄里透红的乌龟

玩，更与爱它宠它的主人玩。

抵家伊始， 这小家伙儿就自

觉地跑到阳台上的猫笼内的猫砂

箱里去“方便” 。我问：“它怎么知

道去那里‘方便’ 呢？”女儿回答：

“我在学校教它的。”我说：“这小

猫真幸运啊！ 它也享受了一个月

的大学生活。 ” 女儿给小猫取名

“小芝麻” 。 作者 王旭

和女儿一起归来的猫

我和校长同时入党

1981年 7月，我参加了高考，

被贵州大学录取。1985年 5月，我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进大

学后， 我一直想着入党的事实现

了，这也是我的愿望。 从上小学开

始，老师就教导我们，人生有三大

喜事：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加入中国

共产党。

着手写《入党申请书》的时

候，我却有点儿“害羞” 。 在我的

潜意识里，只有为党、为国家、为

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人， 才有资

格入党； 我们当时是学生，“以学

为主” ，还没开始为党和人民作贡

献。

1985年 7月 1 日， 贵州大学

新党员“入党宣誓” 在贵州大学

礼堂庄严举行。 宣誓开始前，新党

员们陆续走上大礼堂的舞台。 我

看到我们的校长———当时的国际

知名数学家李祥健步走上舞台；

我以为， 他是来带领我们新党员

宣誓的。

宣誓即将开始， 我没看到校

长在主席台上， 便下意识地侧身

瞟了一眼。 原来，校长站在我的背

后。

宣誓开始了。 面对党旗，跟着

领宣人， 我和校长等新党员们一

起举起了左拳……

因为我们的校长可是国际知

名的数学家。 如此这般， 我更加

“惶恐” 。 我暗暗告诫自己：入党，

是前进路上的新起点， 长征途中

的加油站； 我必须更加严格地要

求自己，率先垂范，鞠躬尽瘁，“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

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

作者 王旭

“光荣之家”

挂牌感言

曾经三点红，

如今两白鬓。

青春国防绿，

暮年赤诚心。

门挂光荣牌，

家训传子孙。

作者 恩河

咏栀子花

青蕾雅白栀子花，

春往夏来满枝丫。

不与丹芍斗艳丽，

一缕馨香飘万家。

作者 恩河

退役登记

逾花甲

戎装卸后归园田，

军号声声梦魂牵。

退役登记签名姓，

犹闻归队唱“向前” 。

参军入伍十七八，

退役登记逾花甲。

签名抖擞纵老泪，

笔底硝烟那芳华。

作者 恩河

诗·词

秦怡

康泰

1959年 巧遇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