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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母亲坐在沙发上看最新热播的电
视剧。突然手机响了，她赶紧按了遥控器的
暂停键，接完电话又熟练地按ok键继续追
剧。她一边看一边发感慨：“现在才方便哟，
想看啥电视可以随便选，想啥时候看就啥时
候看。”

母亲的话一下引起了我的共鸣，我不由
得回想起那些年看电视的难忘经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刚上小学，家里
一个远房亲戚谭叔委托我在供销社工作的父
亲帮忙，买了一台电视机。那年月，小镇除了
供销、学校、文化馆之类的单位，还没哪家私
人拥有电视机的。谭叔是开裁缝铺的，算小

镇上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一台电视机400多
元，比我父亲一年的工资还多。

谭叔家买电视的事，在小镇很快引起轰
动，到他家看电视的街坊络绎不绝。

彼时正在热播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
甲》，每周六晚播放两集。谭叔家虽说是简陋
的木板房，但堂屋面积足足五六十平方米。
但每到周末，他们家总十分拥挤。餐桌边、椅
子上、板凳上，甚至地板上都挤满了人。

那台电视机只有14寸，信号靠自带的两
根天线接收，荧屏上时不时出现雪花，得用手
拧旋钮多变换频道来调整。坐在后面的根本
看不清电视图像，他们只得拼命往人缝里钻；
正面看不到的，就侧着身子伸长脖子从侧面
看；实在看不到的光听声音也觉得开心。

为让街坊邻居都能有机会过电视瘾，谭
叔提议大家每周六轮流看两集，这就意味着
只能跳集看。

尽管如此，街坊们依然很满足，大家见面
互相交流，你给我讲昨晚演的一二集内容，我
下周告诉你三四集的故事情节。

因父母和谭叔家关系好，我可享受每周
都能看两集的特权。为能占前面的座位，我
每次都得提前去他家等候。那时电视机只能
接收四川电视台和万县地区电视台的节目，
我连两个频道的广告词都背得滚瓜烂熟。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的生活
水平得到了些许改善，镇上买电视的人家多
了起来。但我家电视机一直空缺，父母说两
个哥哥刚上大学，家里经济紧张，想看电视的

时候，让我去隔壁二叔家，二叔家没人时，我
就去三爷爷家看。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已经上了初
中，父母才花了700多元买回来一台17寸的
黑白电视机。这下好了，看电视再也不用走
东家串西家了。那一年，我们一家人第一次
坐在自家的电视机前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
会，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至今仍让我记忆
犹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上遥控彩
色电视机已经铺天盖地。两位哥哥都在城里
工作了，我考上了大学，家里也翻修了楼房，
黑白电视正式被束之高阁，换上了21寸的长
虹彩色电视。信号接收由普通天线变成了有
线，可遥控换台，电视画面五颜六色，清晰度

也高，40多个频道在父母的手中随意变换。
电视机放在客厅的橱窗上，父母特意将客厅
水泥地板铺上了彩色磁砖。

2008年，老家的房屋拆迁，我在县城创
办了自己的企业，并购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
电梯房。母亲特意买了一台30寸的高清彩
色电视机作为贺礼。这台电视机屏幕大，画
面、音质也更为清晰，100多个电视频道总让
我们目不暇接。

2015年，我们在城郊某高品质小区买了
一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硕大的客厅正中墙
壁上，挂着一台60寸纯平数字高清大屏幕超
薄的液晶电视。这下节目资源更丰富了，可
以想看啥就选啥，还可以像电脑一样搜索。

近四十年来，我经历了家里的电视从无
到有，从小英寸到大屏幕，从黑白到彩色……

“电视机变奏曲”印证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所取得的跨越式发展，我们的日子越过越
亮堂。

电视机变奏曲 周成芳

【我与改革开放】

一条40余字的简讯，换来1元钱
稿费，买了4袋方便面，吃了两顿。这
对在茫茫寒夜中饥渴行走的我，无疑
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那是1982年9月，我在天津大学
读书时，于校刊发表了变成铅字的新
闻处女作，从此一发不可收。

从最初发现写作可以改变一天
两顿吃“涪陵榨菜+馒头+白开水”的
窘境，到骨血里直至灵魂深处深深地
爱上，新闻对我的渗透是以核裂变的
速度进行的，以至于离开媒体到高校
十年了，谈及新闻我依然会激情如
初。

半知我者说，学了核化工那么一
个“尖端”专业，最后却成了专业的

“叛徒”；真懂我者言，我的大脑里住
着一个狂热的无线电迷、尖端技术
控，内心深处却萦绕着一个文学和新
闻的梦。最终是我的心打败了大脑，
大学时就开始了今天人们所谓的“跨
界”。

记者节之际，我站在生命之河的
岸边，拾掇那些散落在人生旅途的点
滴故事，才惊奇地发现：最深的记忆
都离不开新闻，从某种意义上说，新
闻早已是我的命。

一

依稀记得，《和着青春的旋
律》——一篇关于“五四”篝火晚会的
新闻特写，是以“童宵”的笔名在《天
津大学》校刊上整版发表的。

那是我和4位小伙伴熬通宵写出
来的，“童宵”便是以谐音留下的青春
记忆。校刊黄长春老师说“干得漂
亮”，便每月开辟一期学生版，从策划
到采写都由我们完成。

当我一人发表化工系报道70余
篇，超过其他系三同学发稿总和的时
候，推荐我做通讯员的辅导员田永伟
老师笑了。他说：“系里让我转告，感
谢你对系里的贡献，由于写稿经常熬
夜，你上课可以睡觉；只要考试上了

50分，系里都会让你过……”
那一刻，我差点落泪。那一学

期，我写出了报告文学《余国琮教授
笑了》，将28岁就进入美国科学家名
录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
士）余国琮先生的故事通过“三笑”写
出来，使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初摆脱美国控制绕道香港回国的爱
国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

该文在《中国化工报》报告文学、
散文征文大赛获二等奖后，学弟学妹
都问我：你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啊？

其实我最初做的是文学梦，所以
大量时间都沉浸在诗歌小说散文和
文学评论里。当然，我也把大量稿费
和周末卖杂志赚的钱拿来买报纸和
新闻书籍。

有一年“五一”节，我到中国人民
大学购买了新闻专业的主要书籍，和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复印报刊资
料。这些，后来都成为我新闻职业生
涯最宝贵的养分。

二

“请你告诉杨记者，叫他马上停
笔，否则我要让他好看！”上世纪90
年代中期，我已在万州的一家媒体工
作了六年。因为一篇题为《悲剧怨
谁？》的报道触及到某些真相，同事替
我接到了威胁电话。

其实我大学毕业前就有了去《中
国化工报》的意向，因为获奖后就收
到了报社副刊部主任曲祚民热情欢
迎的信。但后来，我接到的通知却是
分到了化工部出版社。其实，这是一
家令人艳羡的好单位，但我的最爱却
是新闻。

多次努力无效后，我放弃了多少
人渴望的北京户口，回到离家最近的
万州做新闻……

报社总编辑周帆得知我收到威
胁电话的事后，严肃地对我说：“从今
天起，你上下班必须打的，我给你报
销。”语气很重，然后微笑着转身。

从高笋塘到新城路的家，原本步
行10分钟即可，现在必须绕单行一
圈打的回去，但这使我感到温暖和感
动。后来，我报道中当事人的妹妹来
报社找我。领导为保护我，准备谎称
我出差了。我得知后经周总同意，直
接与之见面了。不是说邪不压正么，
如果记者遇事都不敢直面，舆论监督
还会有什么力量？

也是从那时起，我坚定了写监督
报道一直用真名的想法。我感到，只
要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党
政关注、百姓关心、可以解决的问题
上妥善进行，舆论监督同样可以产生
良好的正面效应。

三

“您好，杨清波吗？你们策划的
两会代表委员征集议题活动今晚将
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

2014年2月28日晚，这时我刚
到另一家市级媒体工作不久，央视
记者温露在电话里告诉了我这个消
息。

我打开电视，19时08分，主持人
李菁的声音响起：“各位观众，两会前
夕，重庆市10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

领导告诉我，报社的新闻策划被
新闻联播报道，这在重庆媒体还是很
难得。那一刻，我的心里格外幸福。
有人问：请代表委员值守热线早已有
之，为什么你们的策划会被新闻联播
报道？我想，区别也许就在于我们是
10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委托媒体搭
建的平台吧。

如今，我离开媒体虽已十年，但
与新闻的亲密接触从来就没有改
变。那些对新闻理想的追逐、那些与
同伴们沟通完成的成功实践，如今都
已成为给新闻学子授课的极佳案例。

其实，让学生拥有对新闻爱到深
处的幸福感，于今天的我才是最幸福
的。

新闻，爱到深处才幸福 杨清波

我干过很多工作，财务会计、农
技员、外企职员、民企管理、机关文秘
等，但从没想过当记者，即便读书时
在校园文学社干过编辑。

但当了10多年记者后，我越来越
喜欢新闻这份工作了。

11年前，我还是一名乡村干部。
2007年春节前夕，我在工作中碰到了
毁容的女孩黄德娇——她眼皮红肿
外翻，眼珠子凸出得似乎随时可能掉
下来，嘴唇长出的新肉粘连到下巴，
头发稀疏得能看见泛红的头皮。

小娇告诉我们，9岁那年一场大
火后，家没了、爸爸疯了、她毁容了，
在外打工的妈妈，回家10天后又走
了。10多年来，她一个人在家，坚持
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

一桶油、一袋米、一床被子……
小娇说，每年政府都要去看望、关怀
她。小娇仅仅需要这些吗？她告诉
我，想和妈妈在一起、想整容。

那时，我是镇里的通讯员，我决
心将小娇的遭遇写出来。

“我也想陪她，可更想挣钱给她
治伤。”当我辗转联系上了小娇远在
深圳打工的妈妈时，她这样告诉我。
一个50多岁的女人，干又脏又累的
活，10年了才攒了1万元钱，“就担心
这辈子无法实现这个心愿。”

我的心痛了。时隔不久，我撰写
的通讯《要还女儿一张漂亮的脸》在
报上发表，引起广泛关注，多家医疗
机构愿意免费为小娇整容。

经过多次整容，小娇脸部的烧伤
得到了基本康复。如今，小娇又有了
一张漂亮的脸，妈妈也回到了她身边。

一篇报道，就这样改变了一个女
孩的命运。那天，当小娇在阳光里展
开笑颜时，我意识到，原来，当记者可
以帮助更多的人。就这样，我从一名
乡镇干部转行做了一名记者。

10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践行着
“新闻能帮助更多人”的初心。在重
庆晚报，我专门跑社区新闻。我常拿
着社区提供的低保户、残疾人、贫困
党员、中年丧子家庭等名单，挨家挨
户走访，我知道他们困难最多，更需
要帮助。

渝北区双凤桥街道双凤路社区中
年丧子的王吉群，靠捡垃圾帮亡夫还1
万元的借款。经过我的报道，王吉群
获评重庆市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好心
人资助她做了肾结石、胆结石手术。

渝北区两路双凤路冯永文与儿
子双双瘫痪在家。因为家住5楼，瘦
小的妻子很难背父子二人下楼，很难
下楼理一次发，两人的头发足足有8
厘米长，快过年了他们很想理发过一
个清爽年。我的报道见报后，很快有
好心人登门为父子理发。

……
那些年，我就是通过这些报道，

帮助社区里的困难群众。每到春节，
收到他们编发的短信祝福，我的心里
暖暖的。或许这就是一名记者的成
就感吧。

2012年，我进了重庆日报。从跑
社区的巷子记者到转田坎的三农记
者，我的报道内容和方向有了变化。

2014年6月，武隆的村干部张利
找到我，说村里1000亩黄腊李不好
卖，让我想想办法。我赶到现场采
访，发了微信，随即在朋友圈掀起一
场网购行动。尝到农村电商的甜头，
张利带着黄腊李进城推销，一场演讲
就拿回两万元订单。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互联网时
代，记者的职责不仅在于写一篇报
道，救济一时的困难，要创新思路，搭
建一条乡村与城市的信息通道。

随后，我申请了微信公众号“记
者进村”，专门刊发乡村里的人和事，
关注农产品、旅游资源、困难群体，同
时广泛吸纳城市人关注，让城市人的
爱心和购买力与乡村特色资源有效
对接。

这些年，我帮城口的贫困户卖过
蜂蜜、为巫溪的巫姑腊肉做过推销、
为酉阳的受伤退伍军人筹过款、替渝
北的创业者卖过芦花鸡……

现在，一些记者都在跳槽转型，
也有人问我，你为啥还在干新闻？

其实，我也想过离开。财务会
计、农技员、外企职员、民企管理、机
关文秘……可是，这些年，干过这么
多职业，我坚持得最久、干得最愉快
的还是记者。

看到别人通过我的报道解决了
困难，那种喜悦，无以言表。

我为什么当记者 彭瑜

记 者 节 专 题

倘要论潼南最有名的风味
菜肴，当推太安鱼。

太安鱼又称“坨坨鱼”，上世
纪70年代由潼南太安镇琼江沿
岸民间首创，从此，鲜香不歇。

太安镇位于省道205线旁
琼江河畔，路边，大小“鱼庄”林
立，多少过往车辆为一道江湖菜
而止步，人们闻香下车，以一品
太安鱼为快。亦不乏食客们因
了这道菜，不惜舟车劳顿专门来
到太安。

多年前第一次吃太安鱼时，
那麻辣醇鲜，那筷子上颤巍巍、
细嫩如豆腐的鱼肉，让我惊异得
不行，世间竟有如此美味？

于是存了心，去太安吃鱼
时，就悄悄站在一边，把煮鱼的
全过程，悉数瞟在眼里。

鱼现点现杀，水池里，看上哪
条捞哪条。做太安鱼以花鲢为
上，捋衣扎袖的小师傅，将一个劲
儿乱蹦的大脑袋鱼放倒在案。水
龙头下，一把钢刷子，飞快地“刷
刷刷”；一把刀，去鳞杀鱼宰成块，
不过眨眼功夫。

接着就看主厨的大师傅了，

但见他，熟稔地将鱼块腌上料
酒、盐，用红苕豆粉拌匀，几乎同
时，旺火上的混合油也烧至八成
热了，遂下鱼块稍炸，外观略黄
即可捞出，沥油待用。

锅内留油，先放豆瓣海椒、干
红辣椒节、花椒爆炒，再丢下剁细
的泡萝卜、泡姜、泡海椒，一并翻
炒，一时间，辣味呛鼻，腾腾油烟
中，大师傅一张脸若隐若现。

随后将鲜汤掺到锅里熬煮，
待得香味四溢后倒进鱼块，加上
醋、葱段，这时且不管它，只细火
慢煨便是。

大约十来分钟后，大蒜拍扁
放入，再煮上个五六分钟，淋点
醋、搁些味精，装盆，撒上芹菜、葱
花、花椒面，好了，飘香的太安鱼
被一双妙手所催生。

三尺灶台，实则一小舞台
也，码味、过油、调汁、烹煮……
一脸镇定的大师傅，将一曲“锅
边舞”跳得娴熟自如，游刃有余。

一盆入味沥骨的太安鱼，终
于摆上了桌面，单是那红亮亮的
色泽，就已让人唇未启而涎满口
了。麻、辣、烫、鲜、香、嫩，这六
个字，乃太安鱼之精髓，往嘴里
挟一筷鱼肉，还在因“麻辣烫”而

裹着舌头呼哧呼哧吸气时，那
“鲜香嫩”已迫不及待地下了肚，
入了心，令人好一番回味。

偷艺之后，偶尔也会在家里
露上一手，却到底学艺不精，加之
实践太少，虽知过油时火候的掌
握是关键，可炸出来的鱼块，依然
要和豆粉分家。想达到豆腐一样
的细嫩，中间尚有一条鸿沟矣！
也罢，既做不好，又嫌麻烦，吃太
安鱼，还是奔馆子去。因此，隔上
一段时间，便会端坐于太安镇的
某家鱼庄，慢慢享用大师傅整理
出来的太安鱼“六字经”。

十天半个月地吃顿太安鱼，
仍觉得好，有朋自外地来，当然
就是待客的首选菜肴了。潼南
最有名的特色菜，岂有放过之
理？看他们频频举箸，听他们赞
不绝口，心底，是吃了太安鱼一
般美的。

前一阵子在遥远的乌鲁木
齐一条热闹的“好吃街”上闲逛
着，猛然瞧得一家经营太安鱼
的酒楼，看着，竟入了神，太安
鱼——三个红色的隶书大字，
把几千公里之外的潼南，一下给
拉到面前。咂咂嘴，那麻辣鲜
香，立刻缠绕在我的舌尖上。

太安鱼 杨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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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重庆江津城区西部的得
胜街，当地市民可谓无人不晓。
因为得胜街的“三倒拐”是全城电
脑经销一条街，江津市民家中使
用的电脑多是从此处销出。

江津得胜街北抵滨江路中
段，南达大西门转盘处。有人
说，此街是因1958年有一句很
时兴的话“人民得胜利”而取名
的，其实这是大错特错。

走进得胜街，就能翻捡出它
许多古老的故事。

三百多年前，明代的江津县
城就有得胜门。江津古县城西、
北、东三面临长江，只南面和西
南面连着鼎山等陆地。江津城
墙较高，加上有三面临水的“护
城大河”，可谓固若金汤。但是，
明朝农民军曹甫攻破了江津城
西南面的城墙进入了县城。从
此，这里成为江津城墙最容易被
攻破的地段。

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人们对
城墙进行了改造，加固了九道城
门并新筑了城楼。县衙幕僚在

考究命名这些城门名字时煞费
心思：正北面江之门是迎接圣旨
和州府官员的接驾处，故取名迎
恩门；接下是出江大码头，故取
名通泰门；以后是嘉惠门、临江
门、得胜门、西镇门等等。

得胜门在城西，此门常被敌
方攻破，常有小股流寇和散匪侵
袭攻破此门入城打劫百姓，百姓
苦不堪言。

明末奢崇明发动叛乱，多次
领兵前来攻城，最后又攻破了得
胜门。所幸秦良玉率兵前来救
城，逆转了局势。津城百姓在得
胜门举香跪送这位勇猛善战的
救城女将。崇祯十七年，张献忠
率兵也是从得胜门处破城。于
是，江津有民谣曰：易守南安门，
易破得胜门。

乾隆时期，江津知县曾请一
主持加固城墙，扩建和改造城
门。因“得胜门不得胜”的原因，
遂改名为西城门，为了便于老百
姓区分，原来的西镇门则改名为
来庆门。

得胜门改名后，在此处至三
倒拐处修建了西顺城街。来庆门

又被改名为大西门，西城门被改
名为小西门，随着时间的流逝，得
胜门的名字渐被人们淡忘。

再后来，西顺城街加长扩修，
因为这条街道的起点在原得胜门
处，这条街又被定名为得胜街。

得胜街连接着大小西门和临
江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有一生
意火红的大酒厂突然宣布停产，
引起商界哗然。其实，他们仍在
暗中继续大量生产酒精运往各战
区，为抗战胜利做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这里设立了
得胜街居委会，迎来了城市发展
的新机遇。2007年左右，这里
成为江津的电脑一条街。互联
网时代的到来，令这条街日益繁
荣，江津人买电脑几乎都会到

“得胜街”。
今天的得胜街已不是单纯的

电脑一条街，它建起了幼儿园、中
学、书店、文化中心和银行、商场、
医院等等。鳞次栉比的高楼、整
齐有序的铺面、琳琅满目的商品，
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得胜
街真正成为了江津市民的得意之
街、幸福之街、文明之街。

江津有条“得胜街” 庞国翔

【地理重庆】

【烟火山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