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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读了晚报名城有关
再遇老街坊的文章，让我想起
我来镇江遇到的第一拨朋友。
那天，趁着天还不那么热，我去
拜访其中一位朋友老王。

聊东聊西，聊到了老王一
家怎么住到桃花坞的。原来，
她先前住在南门大街，那时候
的房子都小，家里姐妹又多，她
只分到一个三十多平方米、五
楼的房子。后来，他们夫妻俩
想换一个大点的，就卖了这套
房子，加上在谏壁那边机械厂
分配的一小间住房，卖卖凑凑
买了桃花坞三区一套六十几平
方米的房子。

离开了她原来的地方，也
离开了她的姐妹们。随着孩子
长大，房子又显得不够了。这
时房价不断上涨，他们已没有
能力再换置大房子了。女儿出
嫁后，老王夫妻俩再也没动过
换房的念头，一直在桃花坞住
着。她开玩笑地说：“要不，还

不会认识你呢。”我俩都笑了起
来。

“你有没有和老邻居或工
厂的老朋友再见过面？”老王说
有哇，她的姐姐们家后来也拆
迁了，一个住在花山湾，一个住
在桃花山庄，都离得近，溜达一
下就到了。倒是原来在谏壁机
械厂的那些同事，有的住得远，
加上年纪大了，就很难见到面
了。偶尔遇到，真是比亲姐妹
还亲，是一定要吃饭聚聚的。
大家虽然不在一起，但当年的
感情还在。

老王说：“到哪都是朋友，
比如说你，你不就是改革开放
后的新朋友么？”我挺感动，我
不是老镇江人，她倒是时常把
我带到镇江这里那里去玩。

所以说，新旧总是在生
活中不断交替着，不断更
新，不断成长。人是这
样，东西是这样，老城新
貌也是这样。

朋友老王朋友老王
文/ 查日友

每每在电视或大银幕上见
到镇江的风景或有关镇江的元
素，心里都无比自豪。这些年
来，到镇江取景拍摄或有镇江元
素的影视剧有不少，且听笔者道
来。

上世纪 50 年代初拍摄的故
事片《淮上人家》，虽是以淮河流
域为背景的故事，但许多镜头是
在丹徒拍摄的，摄制组还借用了
原丹徒县木材公司停在江面上
的木排，排筏工人还充当了临时
群众演员。

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名著《日
出》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
时，有一组女主角陈白露沿着铁
路线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镜头，是
在高资附近的一段铁路线上拍
摄的。

电影摄制组在丹徒拍摄外
景规模最大的一次，当属 1982年
春夏拍摄的电影《风雨下钟山》，
该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影片中渡江后作战的场景就选
择了大路附近的沙腰河边，解放
军渡江后前进的镜头，是在当时
的大港和大路间的公路上拍摄
的。1982 年 4 月 2 日，八一电影
制片厂和镇江地区领导联合召
开紧急会议，协调江苏工学院、
镇江船舶学院、镇江师范专科学
校、镇江医学院等单位和丹徒县
调集 2000 多人，组成一支“支前
大军”，配合八一电影制片厂的
拍摄工作。电影摄制指挥部就
设在原大港公社东方村农科队
的两间办公室里，时光荏苒，影
片当年拍摄的地点现已“故地难

寻”。
电影《小城大爱》，2009年上

映。影片主要情节是：就读于江
苏大学的丁玉兰不幸罹患白血
病，因家庭贫困无力支付高额的
医疗费用，江苏大学学生陈静带
领同学走上街头为她募捐，然而
不幸的是，陈静也患了同样的疾
病，这位爱心天使的遭遇深深打
动了镇江市民，人们走上街头为
她募捐，掀起了一场爱心接力大
风暴，黄丝带像生命的旗帜飘扬
在城市的街头……

影片全部在镇江市区和江
苏大学校园取景，并采用镇江市
区、江苏大学等实名拍摄，艺术
地再现了发生于古城镇江的一
个感人至深的爱心故事。影片
的拍摄得到了李岚清同志的关
心，为《小城大爱》亲笔题写了片
名。

由姜武、蒋勤勤等主演的电
影《完美有多美》，于 2017年 2月
17 日上映。影片讲述了主人公
程天乐意外得到了一个钥匙能
穿越两个不同世界，一个世界是
汽修厂的修理工，另外一个世界
是科技公司的亿万富豪，从而引
发了一连串的离奇故事。

2015 年 11 月，电影《完美有
多美》在镇江开机，其中大部分
场景在镇江取景拍摄。

剧组来镇江拍电影剧组来镇江拍电影
文/ 王荣 王抒滟

1960 年暑假结束后，当时
在北京石油学校（现为中国石
油大学）刚上四年级的我，踏上
了北上征程，和我校部分同学
参加了开发大庆油田的万人大
会战。油田的核心开发区，位
于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间的萨
尔图镇。由于 1959 年在该地
区探井钻出了日产千余吨的高
产自喷井，当时恰逢国庆十周
年之际，故命名为大庆油田。

第一天，我们住进了一家
“骡马大店”，实际就只有几排
矮小房屋和拴牲口的一个大空
院子。夜晚，十几个人相依卧
倒在一个长长的土坑上。这和
我们在校的环境真是天壤之别
了。一早醒来，坑边鞋都不见
了。原来夜里下大雨，房子进
水，鞋被冲到了墙角落里。这
仅是艰苦生活的开始。

进入油田后，迎接我们的
是一望无边的沼泽地，还有齐
膝盖的草、高耸的钻机和能穿
透两层衣服的大蚊子。我们发
了一顶能把整个头都包住的防
蚊帽，这也是唯一的劳保用
品。头顶蓝天，脚踏草地，茫茫
天涯，唯有钻机，这是当时真实
写照。

我们住的活动板房，和舞
台布景一样，是一个木头框用
布蒙上的“板”拼成的“房子”。
在这广袤的土地上，一下子集
中了十几万人，其中包括全国
各油田的钻井采油大军，三个
整师的解放军转业队伍，再加
上我们这些“散兵游勇”。后勤
保障工作远远跟不上。

东北的冬季来得特别早，
记得那是 1960年 9月 30日，我
上夜班，给火车的油罐车装油
时，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冬
季来临，十几万人住的活动板
房是过不了冬的。怎么办？于
是，指挥部号召用“干打垒”自
建房屋：用两木制墙体断面一
样的模板加上四根圆木圈起来

的一个空间，就地取土填入其
中，用大锤夯实，圆木两两相
倒，不断上升，到顶后即成墙
体，上面盖的是油田遍地皆是
的毛草。就是这种不花钱，大
家都能盖起的房子解决了十几
万人过冬的大问题。油田的冬
天特别寒冷，－40℃，好的是，
油田铺设的气管为我们 24 小
时供气，保证了室内的温暖。

大庆油含蜡量高，黏度大
凝固点高，加之冬季天寒地冻，
给油田原油的管道输送带来极
大困难。按照国际惯例，为了
确保油田安全，油田内绝对禁
止明火，但国家没有条件做那
么多锅炉来加热原油。怎么
办？只有用明火加热。于是我
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制了油
井加热炉，深埋管道，加强管道
保温层等技术措施，用中国特
色的办法，保证了油品的冬季
运输，又确保了整个油田的安
全。

饥饿，这对每个人来说是
最大的挑战。1960 年冬，全国
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
每月的粮食定量一下子减到了
每月 24斤，还要扣去第二年大
会战粮，实际上只有每月 20
斤。在副食蔬菜几乎没有，又
看不到肉类，每月只有 2 两油
的当时，对于我们 20来岁的小
伙子实在是杯水车薪。拿了很
大的碗（饭盆）到食堂，希望能
多打一点饭，结果打入碗里的

粮只有一小勺，只好加水在炉
子上熬成稀饭汤喝了。我营养
严重不足，身体都浮肿了。

大庆油田的开发，就是这
样克服了各种经济、技术上的
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保证了每
天都有几列装满原油的油罐列
车驶向远方。

冬去春来，3月底我们回到
了学校。一进山海关，迎面而
来的是春天的气息，树木已露
出了新芽。清明前夕，我回到
了镇江家里，看到每人每天供
应半斤蔬菜，家里还为我准备
了几条活鱼，一下子感到又到
了天堂，浮肿也好了。

六个多月的大庆生活给了
我太多的印记，“只有苦其心
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
的古训反复在脑海中再现，艰
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所表
现出来的勇气与智慧，使我终
身受益。

在大庆油田的
那些日子

文/图 徐元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