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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党老师

遗憾的抓拍
江津

魏青锋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从县城调来一
位女老师，三十多岁，个子高挑，齐耳短发，
说话柔声细气，这就是党麦兰老师。 记得第
一堂课，董校长带着党老师进了教室，介绍
说是县城调来的老师， 大家都睁大眼睛望
着，县城在农村孩子心里是遥远的大地方。
校长走后，党老师就给我们上了第一堂
课，党老师先自我介绍，同学们都嘻嘻地笑
着，党老师也不恼，喊了前排的同学站起来
问：
“
我讲的不好吗？ 你们笑。 ”前排的同学涨
红了脸不敢说，党老师便喊班长，班长站起
来说：
“
老师，你讲话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班
长话音未落， 同学们便嘈杂地哄笑起来，党
老师也抿着嘴笑了，白净的脸上浮起两坨红
晕，然后老师让我们也走到讲台上做自我介
绍，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讲话的农村孩子，都
扭捏地不敢吭声，党老师就鼓励大家，碰到卡
壳的就用提问的方式，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你有什么理想呀？ 轮到我了，我说我的兴趣爱
好是放牛，教室里又哄笑起来，党老师微笑着
看着涨红了脸的我：
“
那你的理想呢？ 他们想
当科学家，想当老师，那你呢？ ”我望着下面的
同学又望着老师， 嗫嚅着：
“
我的理想是让我
爸的病赶快好起来！ ” 教室里一下子静了下
来，
“
什么？”党老师没有听清楚，
“
老师，他爸上
山扛木头滚坡了！ ”有同学大声地说，
“
哦！ ”党
“
我
老师走上前来，摩挲着我的头发，轻声说：
相信会很快好起来的！ ”第二天放学，党老师
居然去了我家里，还硬塞了五元钱到母亲的
手中。
党老师上语文课很特别，记得有一次上
作文课，党老师从学校的花坛里抱来一盆盛
开的菊花，放在讲台上，让每个学生上讲台
仔细观察一分钟，然后写一段短文，同学们
都写的是花朵如何娇艳， 花香如何诱人，我
在观察的时候，发现了花瓣里面的一只小虫
“
一只小虫子掉在花香里，迷
子， 我就写了：
路了。 ”党老师对我的这段短文大加赞赏，还
用红笔把这句话勾出来，后来这篇短文就一
直贴在教室后面的宣传栏里。
那时候农村的学校没有饭堂，是在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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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一点点上溯，再上溯，定格在 30 多
年前，日历上是 80 年代。 一片满目青翠的山
峦，山峦中有一汪蔚蓝的狭长的湖泊。 湖边
的山峰风景格外优美宜人，漫山坡草丛中点
缀着玲珑的红色山百合，在山风中摇曳。
山坡上，正有几个女孩子在说笑，照相，
每个人手中都举着野花。 其中一个问：
“
我们
当中谁先结婚呢？”大家都笑，一个笑眼弯弯、
脸型秀气的女孩子大方地说：“我争取第一
个结婚，早早嫁给我的将军。 “
” 哇——
—连秀！
我们等你喜糖了！”
“
没啥不好意思的，我早想
好了，他转业，我就嫁给他。”连秀手中捻着一
支红色山百合，坦白又幸福的表情，其他几
个女孩子有点羡慕连秀恋爱的样子，但是她
们心中觉得连秀的
“
将军”平平常常，并不出
众。
连秀家就住在山下村子。 连秀和弟弟才
二十多，父亲却很老迈，母亲是聋哑人。 村中
大多数人家有压水井，但是连秀家仍旧去村
头老井挑水吃。
有一天，连秀母亲去挑水，过一会，肩上
扛着他们家水桶进院子的，是个年轻的解放
军。 大小伙子健步如飞，来回几趟，给他们家
水缸装满了。 原来山中有一个小分队驻军，
几十个人，除了他们定期活动，村民不常见
他们。 但是从那天起，小伙子经常来给他们
家挑水。 他叫小涛。
连秀当时上中学，也许从听见父亲讲这
个人开始，她就爱上他了。
小涛是珲春人还是伊春人，记不清了，小
涛对连秀描述过家乡的森林， 墨绿的像海一
样，无边无际。 走在里边久了会失去方位感。
两个人的恋爱，朴素而节制，小涛挑水
劈柴之后就回小军营。 连秀依依送至村边，
小涛大踏步中停下，回首微笑，这就是他们
的恋爱。

红色山百合
王多多

终于小涛转业了，连秀此时考取了村小
学民办教师，连秀亲友们开始反对了，相隔
千里，嫁那么远，娘家不放心，而且也是农村。
连秀坚定地说：
“
他去哪儿我去哪儿，他种地
我也种地。 我认定了这个人。 ”
小涛回到家乡，被林场录用。 这时小涛
家开始反对了：
“
你既然有工作了，干嘛千里
迢迢娶个农村的？ ”小涛大姐更是给连秀写
了封信，提出了家里的意见。
连秀思想斗争了几日几夜，给小涛回了
信：
“
……我家情况你也知道，他们不要我嫁
的太远，我们还是分手吧。 ”
连秀再没有接到小涛的信，她常常一夜
一夜的哭。
半年后的一天，连秀正在帮妈妈做棉
衣， 一个人风尘仆仆地推开了她家的屋
门，连秀呆呆地看着，又随着这个人走到
院子中，看他挑水、劈柴，半天才哭出来：
“小涛……”
小涛平静地说， 他是来和连秀结婚的。
不管以后有什么情况，他们一起面对未来。
这一天，本来该是幸福的开始，谁知却
是幸福的结束。
小涛被几个战友约走去钓鱼，又开车去
市里喝酒。 就在那天傍晚，市里发生火灾，一
片商铺连着民房着火了，可恨的是商铺外的
铁护栏，消防车开不进来。 小涛和战友一直
在协助拆护栏，突然，民房内传出来一个小

男孩的哭声，小涛穿上一件湿衣服就往火里
冲去——
—他再没有回来。
小涛的骨灰，分做两份，一份回了家乡
的墨绿的海一样的大森林里，一份栖息在市
里烈士陵园。
四年后， 连秀嫁给了邻村的玉忠——
—连
秀成了几个女同学中结婚最晚的一个。 然而，
万万想不到的是，玉忠是个心态畸形的人，连
秀和任何男人说话，他都不自在。 连秀天天去
村里小学上班， 一想到村小的男校长男老师
们，玉忠痛苦的脸都扭曲了，时常跟踪连秀，
这个疑神疑鬼纠缠不清的男人， 令连秀心力
交瘁。 玉忠又不肯离婚，连秀费尽气力，在派
出所所长的主持下，离了婚回了娘家。
此时弟弟已经完婚，弟媳非但不同情大
姑姐的遭遇，反而天天甩脸子。 连秀忍气吞
声，有人给她介绍了矿工老郑，连秀即刻同
意了。 老郑带着五岁女儿生活，前妻不耐单
调节俭的日子，跟人跑掉了。 老郑木木讷讷，
虽然无从谈到共同语言，但是老郑就是一个
心眼对连秀好，对她娘家人好，连秀很感动。
一年后，老郑抱上了胖儿子，连秀觉得
幸福又来到门外了，她给儿子取名
“
涛涛”。
涛涛三岁时，每个矿工家庭最怕的事发
生了，老郑遇难了。
老郑是给个体煤矿老板打工的，赔偿款
才 4 万元，就这 4 万元，引来了老郑父母、老
郑前妻的争夺大战。 经过纷纷扰扰的口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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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吃派饭，一家一周，等轮到我家的时候，
每天放学我就领着党老师，一路走，党老师
就给我讲县城的鼓楼，讲县城的书店，最多
的时候是讲她漂亮可爱的女儿， 进了家门，
父亲挣扎着要从炕上起身，党老师拍了拍父
亲的被子：
“
你身体不好，就不用讲礼了！ ”母
亲的饭已经做好了，中午苞谷糁，菜只有酸
菜，外加一碟豆酱炒葱花，党老师却也不嫌
弃，吃得很香。 周四中午我跟党老师回家，却
不见母亲，正疑惑着，邻居春芳姨一头汗水
跑进来，说父亲腿疼得不行，母亲送父亲去
镇上卫生院了， 春芳姨安慰我不打紧的，你
爸的老毛病了。 春芳姨说着就捋着袖子准备
做饭，党老师便制止了春芳姨，说你还有一
大家子人，你不管了，我来就行。 剩下的两天
半，我就负责拉风箱，党老师负责煮苞谷糁
或擀面条，后来很多年经常回味党老师做得
酸汤面条， 简单的醋汤放着葱花滴几滴香
油，居然那么好吃。
期末考试是全镇统考，我却在考试前发
起了高烧，打了退烧针，我就着急要去上学，
母亲没有办法，就捎话给党老师，考试前，党
老师骑了一辆自行车来家里接我，到了考场
才发现忘记带钢笔了，正着急的时候，党老
师从窗外递了自己的钢笔进来， 下午考完
试，却是董校长骑自行车送我回家。 董校长
说党老师的女儿生病了，党老师急急地赶回
了县城，过了几天，去领成绩单的时候，也没
有见党老师，我去找董校长，我想把钢笔还
给党老师，校长说下学期开学你自己还给党
老师就是了。
再开学了，来了一位张老师，听说党老
师因为要照顾家里，就又调回县城了，从那
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党老师，当时她的
那支钢笔我一直留着， 后来在县城上中学，
偶尔在街上闲逛，心里还想着说不定可以碰
到党老师。 转眼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看到
那支钢笔还是会想起党老师，想起党老师在
家里擀面条的情形， 想起那冬日的早晨，坐
在党老师的自行车后座， 心里不免一阵潮
涌，眼睛便湿湿的。
调解，到连秀母子手中的是两万元。 此时连
秀已不再是民办老师，她靠摆小摊卖些日用
品度日。
涛涛五岁时，三十五岁的连秀嫁给了一
位略有资产的民间医生。 这位姓郎的医生虽
无执业证书，却有一个祖传秘方在手，专治
手指头上生的蛇头疔， 也会些其他小病治
疗，小有名气。
郎医生颇为自命不凡，仿佛上天一直在
埋没他。 他谁都瞧不起，常出讥讽之论。 他的
儿女都不常来看他。 他对连秀不错，花钱也
还大方，但是对涛涛很不喜欢。 连秀想，涛涛
正淘气，时间长了，互相就习惯了。
一个大风天，连秀收拾摊床提前一个小
时回家，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涛涛的一声
声痛叫，还有郎医生低声的恐吓：
“
闭嘴！ 别
叫！ 再叫我拧死你！ ”涛涛真的不敢叫了，发
出痛楚不堪的姆姆之声。 连秀疯了一样冲进
屋中，看见涛涛趴在炕上，裤子半脱，大腿内
侧一大块青紫。
连秀抄起炉子边的铁锹，劈头砍向郎医
生，郎医生抱头逃走，眼镜摔得不知去向。
连秀抱起儿子，头也不回地离开郎家。
同学们都说，连秀的命好苦，好坎坷，老
天爷好不公平。 连秀却说：
“
我一想到老天爷
让我认识了小涛，那么好的人，老天爷给了
我，这以后老天爷给我什么样的命运，我全
接受。到死，我也感谢老天爷，我祈祷的，他给
我了，虽然时间太短太短……”
在泪眼模糊中，大家又看见当年，满目
青翠的山峦，山坡上摇曳的红百合，连秀手
中捻着一支最为姣美的红百合微笑。
不管这半生，接连的逆境，忧患丛生，皮
肉上是伤痕累累，衣鞋上都是扎人的刺——
—
连秀，却是捻着那一支红色山百合朝前走着
的呀！

千禧菜市场有个卖水果的孙姐，提起孙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昨天我到她摊上买水果， 看到一个五六岁孩子坐在她租赁房子里
的椅子上，孙姐一边招呼大家买水果，一边安慰那个男孩子：奶奶一会
儿送你回家。
突然一个中年女人像疯了一样，来到孙姐摊前，大声喊着：在这那！
然后一个60多岁爷爷抱着一个两三岁孩子冲了过来。 爷爷已经扭曲的
脸部表情，让人感到这个小男孩一定会遭到疾风暴雨般的暴打。 孙姐放
下手里买卖，大声疾呼：不许打孩子！ 孩子在我这没事。 这孩子够有心眼
到我这来。
原来孩子和爷爷及弟弟一起逛商场，爷爷从商场外边走，孩子从商
场里头穿行。 孩子出了商场没有看到爷爷，爷爷到了另一个门口没看见
孙子。 孩子就走到孙姐摊前，孙姐及时将孩子收留，也就出现了开头这
一幕。 还说孙姐，尽管她没上过一天学，但她善良、热心的一行一动不知
感动了多少人。
我认识她是她接受原来摊主买卖后，几年来她帮了我很多忙。
2017年7月18日我岳父被车撞后，和岳母两位老人都躺在床上
需要伺候。 我家光保姆就顾了3个人，家里人手还是不够用的。 蔬菜
水果就全由孙姐负责了。 她是卖水果的，一捆捆葱、一包包白菜她
专程从批发蔬菜地方送到家。 让我好感动呀！ 遗憾的抓拍让我对她
更刮目相看，“暖心蔬果”，我赠他一幅字，这是我对她的赞誉。

老家
（外一首）
孟宪冬
平时嗤笑外乡人侉
熟不见自己也土得掉渣
每逢出门在外
一张口曾被人笑掉下巴
每当这时
才会蓦地想起老家
想起牵肠的坑坑洼洼
一方温暖的故土
在我的心田久久地积压
老家蜿蜒的小路
懒散在阳光下
老家稀疏的篱院
在风中吱呀
老家唱晚的笛歌
轻轻叩打月牙

老家丰厚的乡韵
被巧女剪成了窗花
奶奶的枣木拐依旧叮咚
爷爷的短把镰却尘网蛛爬
槐边的不干的井哟
甜甜的把我的身影泡大
哦 老家
我将乳名栽下
伴着你一季一季的庄稼

藤
弯曲 却不匍匐
缠绵 却不细腻
从来没有断路的高墙
更没有不可逾越的坚壁。
攀行 不仅为了梦的希冀
生长 也不仅为了提高自己
既然命运拋给了这份坚韧
就让筋骨在岁月里磨砥
在霜雨中站立……

九月荷塘
（外一首）

第一枚落叶

念小雨
荷塘 在进入了九月后
越发端庄了
告别的词 安静坐在荷叶上
面对着水面
姿态显得 十分的从容
此时荷塘 如一张端坐的琴
似乎要和九月
一起沉思 再一起演奏
说好来伴奏的雨 一直没来
等急的风
不停在水面 把眉头
皱了又皱

这些日子的雨 真好
善解人意
也善解心情 要不然
不会在我面前
把温柔 尽情地表演
秋天又一次来了
因为有了雨 温度的头
再也仰不到
之前的那个高度
窗外的玉兰树
第一枚落下的叶子
被我轻轻捡起
就像捡起了还想回到枝头的
一次恋情

第十一章 振兴河北

穆成宽传

在代表团临去羊城之
前， 省委书记还跟体委的
领导讲：“这次你们如果不
胡曰钢 胡曰琪
从十二名长上去， 你们都
下来。 ”结果，整个代表团
拿了第九名，这是多少年没有过的成绩。 也是 1959 年以后河北队游
泳成绩的第二次高潮。
比赛回来之前，担任代表团团长的副省长开会，问大家还有什么
问题。 王兆增说：
“
我们现在连宿舍都没有，教练们还住办公室。 ”副省
长马上问：
“
财政厅长来了吗？ 赶紧调查一下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赶
紧拨款。”运动员们还没到家，在途中就接到通知，先拨给 60 万元盖宿
舍楼。 大家刚到郑州，河北省省长就亲自到郑州去接，非常隆重。 但是
遗憾的是，这时穆成宽已经去世了，是在大家比赛过程中通知的。
从 1979 年到 1987 年的 9 年时间，穆成宽通过抓设施建设，抓后
备力量，抓教练，使河北游泳队从最低谷到最辉煌。从 1985 年到 1987
年，连续三年保持了全国纪录。 有为才有位，以后河北游泳队到哪去人
家都另眼看待。 但是最令人惋惜的是穆成宽重病在身，不能应邀观战。
当人们将六运喜讯告诉他时，已经说话困难的穆成宽开心地笑了。
岂知，穆成宽此时躺在病床上，还没有完成他最终的夙愿，他本
来奋斗的目标是冲击 1988 年的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培养奥运冠
军，为中国人争气”，才是穆成宽的毕生追求。 经他培养的教练员、弟
子们、学生们，以及弟子的弟子们、学生的学生们，都没有辜负他的期
望。 不久，就出现了夏福杰、王大力等亚洲冠军，李艺花、郭晶晶拿世
界冠军，钱红拿奥运会冠军，这
些与穆成宽打下的基础是分不
开的。

连载

王庆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