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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第十二章德厚流光

为了游泳事业，他几年不回家，除
非有在天津、北京比赛、开会的机会，
他才顺便回去看望一下亲人。他在
北京开会，从来都是开完会就走。孩
子们恳求他多住两天，一起去逛逛公
园、照照相，他说没有时间，等我培养

出奥运冠军来，一定长住这不走了。他回到天津家里时，孙子、孙女们围上来，
喊“巴巴”（回族称呼，爷爷）、叫“老爷子”（外公），他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家的孩
子。即便告诉他多少遍孩子的名字他也记不住。他想把孩子抱起来亲一亲，孩
子们看他眼生，个个躲着他。有的还一个劲地摇头使劲往外挣，弄得他十分尴
尬，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孩子们偷偷叫他“生巴巴”“野巴巴”。
他回到保定后，有人问他全家共有多少人，他愣了半晌，掰着手指头却怎么

也数不清，只好说：“就是走在大街上，再碰上这些侄男孙女们，我也认不出他们
来，他们也认不出我。”难怪有人说，穆老家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
识一家人了”。可是，谁要是问起他河北游泳队人员、成绩和技术特点时，他却
如数家珍。就连全省各地、市的成绩、教练和游泳苗子的名字他也能说得清清
楚楚。除了游泳之外，任何事他都不上心。他平时说话张口闭口不离游泳，办
起事来时时处处围着游泳转。就连做梦也想着怎样游得快，发挥得好。

他下乡时，只要见到自然水域，就琢磨着如何利用这些有利资源开展游泳运
动，宣传游泳事业的作用和意义，动员开展全民游泳运动。每到各地挑选运动员或
指导游泳训练时，总要教育教练和队员要热爱游泳，献身游泳事业。他常说：“干吧，
只要你豁出去，就会有成绩，就能为党和祖国争光，就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
熟悉的人见到穆老，问候他身体还好吧？他就回答：“我游泳游得挺结实。”

谁要是提醒他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他就说：“我觉得越游越棒，每次游完泳
吃嘛都香，而且一觉睡到晨晓。请你放心。”他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把全身心放
在游泳上，除了游泳、指导训练别无他好。只要是游泳界人士或与游泳有关的
同志到他那去，不管是否认识，他都感觉亲密无间，不但热情慷慨招待，还都是
鼓舞激励的话语，让人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浑身充满为游泳事业献身的决心和
力量。一旦跟他谈起游泳，他的话题就没完没了。谈到训练，他从理论到实践、
从技术到技能、从管理到营养，讲得头头是道。他能说出一大堆搞游泳运动的
理由：游泳是全身运动，对身体没有伤害；比赛时各游各的泳道，跟别人没有肢
体接触，不会伤着别人，有利于团结；游泳是公平竞争，裁判不至于偏心偏向，能
显出真本事；游泳比其它项目拿金牌多，一个好运动员一次比赛能拿几块金
牌。谈起如何培养游泳人才，夺奥运金牌时，他更是神采奕奕，情绪激昂，大有
胜券在手，志在必得之势。只要是离开游泳的话题，他就觉得索然无味，无话可
说，回去休息了。无论何时，只要有人给他去信或电话咨询游泳的事，他就极度
兴奋，乐此不疲，及时给予满意回答，并且跟你结为朋友，保持长期联系。在他
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全国各地热心游泳人员的名字和通讯地址。凡是为游泳的
事请他帮忙，他都立即应允。不管多忙多
累，路途多远，严寒酷暑，跋山涉水，他必
定准时赴邀，帮助出谋划策解决问题。

篆刻张学仲

依法治国

国泰民安

2011年晚秋时节，我到辽宁文学
院参加影视剧创作学习。天气已经转
凉了，第一次离开村庄，在省城留宿，
内心被一种孤独与荒冷占据。老城根
的一切对于我而言，陌生又充满神秘
感。真正让我一颗漂泊的心尘埃落
定，不仅仅是大师们精彩深奥的讲座，
更是食堂桌子上横陈着的一大盘酸菜
猪肉馅饺子。它们躺在漂亮精致的瓷
盘里，袅着丝丝缕缕的热气。周围是
几样油炸丸子，几盘海货，一钵子白花
花的米饭。初来乍到，我不好意思大
快朵颐，等别人先动筷子，我才小心谨
慎地夹饺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
都熟悉了，谈笑自如，便放松了那颗绷
紧的神经。我会毫不犹豫地抡起筷
子，扫荡盘内的饺子，甚至在同学们惊
讶的目光中，把剩下的饺子倒进自己
碗里，来一个光盘行动。

为什么对酸菜猪肉馅饺子情有独
钟？主要原因还是酸菜里氤氲着母亲
的味道，家的味道，土地的味道。

在东北农村，每年上冻前，家家户
户要腌渍一缸酸菜，外面白雪飘飞，房
间里炉火通红，支起火锅，放一些酸

菜，红薯粉条，五花肉。锅子沸腾着，
一家人挽起袖子，吃着火锅，喝着自家
酿的米酒，守着一窗的雪花，唠着温暖
的家常，那一幕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我读中学时，学校离家十几里地，
冰天雪地路不好走，骑自行车走不远
就是一个跟斗，无奈选择寄宿。黄昏
时分，一道残阳泊在西天，校园外的白
杨树林群鸟争鸣，山野一片素白，雪覆
盖了万物。我在收拾书包，准备去校
门口的一家馄饨店，喝一碗馄饨，暖暖
身子。就见门卫的张师傅一溜小跑来
教室，说母亲来了，在他屋里。我急忙
跟了过去，推开门，母亲站起身说，你
一星期没回家了，我包了酸菜猪肉馅
的饺子，来，趁热吃。张师傅，您也吃
点。母亲打开蓝围巾包裹，里边是一
只铝饭盒，还有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
袋，掀开铝饭盒，一股子酸菜猪肉饺子
的香气，扑面而来，我不由地吞了一下
口水，张师傅拉过来一把木椅，你坐下
吃，唉！这路滑，你妈一步步走来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我眼睛一热，大
颗的泪珠滚落，妈，我在学校吃得也不
差，镇子上也有好几家饺子馆儿，想吃

就去买，也方便。以后，不用跋山涉水
的来送。

母亲说，在外买的东西，哪赶上我
做得好吃？没事，冬闲没农活，权当锻
炼身体。我没再吱声，母亲回去后，给
我打了电话，说已平安到家。

月末，我回家拿下个月的生活费，
母亲提着泔水喂猪，走路一瘸一瘸的，
我问母亲腿怎么了？母亲支支吾吾
说，跳猪圈起粪摔了一跤。晚上吃饭
时，我偷偷问父亲，母亲的腿到底咋
了？父亲说，还不是那次去你们学校，
回屯天擦黑了，被四旺家的狗吓得掉
沟里，磕碰得流了很多血……

时隔多年，母亲的右腿膝盖处尚有
一个指甲大的紫色疤痕，那是她为我走
了十里路，到学校送饺子刻下的记号。

睡在城市的一张床上，我越来越被
盛在心灵里的乡愁牵扯，百转千回不
肯入眠，一旦身体踏上故土，整个心瞬
间就有了最幸福的安放。

这份乡愁是母亲用爱打包的，无
论天涯海角，不管荣华富贵，它都会不
离不弃，宠辱不惊，成为人生命不朽的
大地。

眺望冬的那一头
刘刚

推开窗户，带刃的风迎面扑来，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水润的城市沉浸在氤
氲的雾气中，隐约看见几栋高楼和那座标志性铁塔，一切都显得寂静和清冷。
冬天来了，喧嚣与阳光一样，变得缩手缩脚，我不由想起了冬的那一头。

那一头是千里之外的故乡，故乡的冬天像唐诗一样丰满，又似宋词一样凄
清。空无一人的田野开启了冬眠模式，变得格外安静。老屋掩映在翠竹绿林之
中，怕冷似的呆在那一动不动。老屋旁边是一方几近干涸的水塘，里面生长出
一丛一丛的芦苇，瘦高瘦高的，仿佛一群营养不良的少年在嬉戏打闹，你碰我一
下，我碰你一下，风就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忽而乘其不备再推它们一把。

与芦苇一样瘦弱的还有老屋。村里的老屋屈指可数，近年来许多老屋摇身
一变，就成了体型魁梧的楼房，高高地矗立在新修的公路两旁。老屋蜷缩在原
地，任凭北来的风钻进瓦片，翻越木窗，旁若无人地闯进来，屋里清冷无比。那
时，祖母一大早就架起炉子，在炉内点燃几节枯树根，老屋很快变得温暖起来，
孩子们也不觉冻手冻脚了。祖母过世后，没有人喜欢燃起烟雾缭绕的炉火，冬
天来了，老屋只能在风中哆嗦着，有时还会抖落几块瓦片。老屋太老了，不能继
续住人，父母便在另一块空地上建了新的房子，到如今也有些年头了。

新楼虽比老屋多，可村里的人数却在减少。在城里买房迁户口的人就像脱壳
的蝉，飞走了再没回来，留在村里的“壳”成了孤独的风景，在冬日里吟唱着无言的
歌，与岗上的柏树一样，寂寞地守望着广袤的土地。这个季节，土地上有一块块绿意
盎然的麦田，也有一块块黄草枯败的荒地，这一青一黄成了故乡冬季的主色调。

依稀记得儿时缺衣少食的冬日，一帮孙辈跟随祖母满坡寻挖鱼腥草的事
儿。祖母领头，我们就嘻嘻哈哈跟在身后，一路爬坡上岗，身子就暖和了，若挖
上一篮子鱼腥草，洗净腌盐，还能做几餐下饭菜。可冬天的鱼腥草很难找，衰败
得连一片叶子都看不见，只有扒开枯草寻觅刚出土的丁点儿嫩芽，顺着嫩芽往
下挖，就能挖出鱼腥草的根，白白嫩嫩很是喜人，祖母负责挖，我们负责捡，运气
好的话，很快就能挖满一篮子。

如今，人们生活好了，不再大冷天爬坡寻挖鱼腥草，可冬天依然如期而至。
留守在村里的老人趁着冬闲时光走亲串门，相互问候，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外
出的伢子几时回家过年。

上课铃声响了，班主任张老师急
匆匆地从后门走进教室，她发现坐在
最后一排的小江在偷看漫画书。
张老师紧皱眉头，不动声色地走

到小江的身旁，把漫画书抽走，径直走
向讲台。
小江站了起来，撇了张老师一眼，

说：“把书还给我，我上课不看了。”
张老师说：“不行！你上课偷看漫

画书被抓，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这次
书得没收！”
“你再不还给我，我就不上课了！”

气急败坏的小江使劲拽出书桌里的书
包，跑出了教室。
学生上课时间跑出校门发生意

外，授课老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想
到这，张老师连忙掏出手机给门卫保
安打了个电话：“阿伯，刚刚有个学生
情绪失控跑出教室，必须留下他，可不
能让他跑出校门啊！”
小江在校门口被保安拦下，张老

师也赶到了，她和颜悦色地说：“你不
想上课也可以，但得让家长过来接你
回去。你现在情绪太激动，一个人回
家，我不太放心。”
“别装好人了，说这么多废话干

嘛？”小江不屑地轻哼道。
张老师说：“你跟我回办公室一

趟，我打电话叫你家长过来。”
小江很不情愿地跟张老师回了办

公室。张老师把漫画书递给小江，温
和地说：“拿去吧，我打电话给你妈妈
了，她来接你回家。”

这天，张老师在办公室里辅导学
生作业，小江突然走了进去。

张老师问：“小江，你是不是来找
老师背诵古诗的？”

小江白了她一眼：“废话，明知故问。”
“你说的对，我刚才说的的确是

‘废话’，但却是我的‘肺腑之言’。”张
老师沉住气，拍拍小江的肩膀，深情地
说，“你要背诵古诗，老师支持你，但你
能不能等我辅导完这几位同学后，再
进来背诵呢？”
“行啊，等下我再进来背诵。”小江

微微地侧过头，边说边得意地走出办
公室。

过了一会，小江走进张老师的办

公室。
张老师说：“小江，先别急着背诵，

咱们聊聊好吗？”
小江说：“行了，别废话了，我不想

听你的思想教育。”
张老师说：“你妈昨天在电话里已

跟我说了你的事了。是老师不对，不
该在批评教育你们的时候，说你们是
小鬼。”

小江愣住了：“你这……这葫芦里
到底是卖的什么药，老师会主动向学
生承认错误，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张老师笑着说：“这有什么，老师
是人不是神，在工作中难免会犯错误，
犯点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
“可我……”小江的心里猛地一

颤，低着头，“其实，我、我不是来背诵
的，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张老师愣住了：“真的？这、这不
可能吧？”

小江不好意思地说：“这怎么不可
能？我不该老是偷看漫画书、拿口头
禅‘废话’两个字来故意气你，请老师
原谅我吧。”
“是吗？知道错了，戒掉这些不文

明的口头禅就好，回去好好上课吧。”
望着小江远去的身影，张老师的内心
五味杂陈，久久不能平静。

在抗日时期，我奶奶的一个亲戚来到我家，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管我奶
奶叫老姑，他牵来一匹枣红马，说是送给我爷爷的。那时我刚6岁，懵懂愚昧。
听爷爷说，这小伙子是搞革命的，以贩马作掩护，搜集日寇情报，提供给抗日的
八路军。小伙子住了几天就走了。

奶奶家在献县小张庄，距离我村20多里，那时交通不便，走亲访友全靠步
行，有了这匹马走亲访友、干农活是绝好的帮手，爷爷高兴得眉开眼笑。听爷爷
说，那位亲戚共贩来三匹马，都是从内蒙古大草原选来的，这些马不但健壮，都
经过驯化，通人性，给爷爷的这一匹是最好的一匹：个头不高，灵活精神；皮毛油
亮，通身枣红色，黑鬃黑尾，格外漂亮。爷爷打心里喜欢，每天给他打青草，还特
意从油坊弄来豆饼给它吃。这马很快和爷爷亲热起来。

有一次爷爷牵着马到村外去遛马，在回来的路上，爷爷突然一阵眩晕，摔倒在
地，这马像懂事的孩子，伏下身靠近爷爷，爷爷清醒后见马卧在身边，就势爬上马
背。当全家人看到马把爷爷驮回家时，人们又惊又喜，这真是一匹懂人事的好马。

不知什么缘故，日本鬼子知道了这匹马，几个鬼子闯进我家把马抢走了。
那时我们村东有两个日本鬼子的炮楼，驻守炮楼的日寇小队长看上了这匹马。
他天天骑着枣红马到处耀武扬威。然而，鬼子用马和爷爷用马大不一样，爷爷
对马疼爱有加，从没动手打过一下，而鬼子骑这马总用皮鞭抽打，马是通人性
的，对鬼子恨之入骨。有一次鬼子骑到泥坑旁，这马猛然一尥蹶子，把鬼子小队
长踢下马去，正好掉在泥坑里，摔的鬼子浑身泥水，狼狈不堪，他气急败坏地狠
抽那马，那马丢下鬼子就跑了。

爷爷正在发呆时，爱马回来了，爷爷看到马身上被抽的一道道皮鞭子印，心
痛地掉下泪来，马慢慢挪到爷爷跟前，用头去蹭爷爷的脸，眼中也流出泪水。看
到这一幕，全家人都哭了。

当时抗日力量处于低潮，对于鬼子横行霸道，老百姓只能忍耐。几天后，鬼
子又把马抢走了，谁也说不准这马会是什么下场……爷爷几天没睡好觉。

五天之后，邻居张叔急匆匆地跑来告诉爷爷：我看见你那马了！那……那
真是……真是一匹好马呀！爷爷说：你别着急，慢慢说。于是张叔把他看到的
情景说了出来。原来，上午他到村外去拾粪，走在大堤时，看见一匹马驮着鬼子
正在尥蹶子，鬼子越抽它，它尥的越厉害，最后一个高抬腿把鬼子踢飞在地上，
摔的鬼子好半天爬不起来，鬼子掏出手枪对马连开三枪，马一个趔趄，窜到鬼子
身边，高高跳起，狠狠落下，对准鬼子连踩几下，鬼子急忙又开了一枪，打中了马
的头部。马倒下了，伤口流出鲜血。再看那鬼子，全身几乎被踩烂了！

马牺牲了，鬼子也完蛋了。这悲壮一幕，全村街头巷尾，津津乐道，后来，村民们
把马的尸体埋在坟地里，堆成一个大坟头，并立了一块大木牌，写着“枣红马之墓”。

艾粑

春风又吹绿了大地
将艾叶吹进了妈妈的手里
妈妈便用面粉包裹住了这绿
又加了些甜蜜
让我把春天吃进肚子里

棉花糖

妈妈委托风
给我寄来了一袋棉花糖
说是为了庆祝与太阳的相见

白砂糖

两朵乌云跑的太快
一不小心就相撞了
轰隆一声
他们手里的糖散落一地

可乐

喝下一口可乐
口感充盈丰富
可能这就是生活
最重要的是
每天都要快乐得冒泡

冰淇淋

不一定是对的时间
才可以做对的事
就像是冰淇淋
不一定要在夏天吃

番茄炒蛋

番茄是落日的余晖
蛋黄出现在地平线的旁边
番茄炒蛋就是
那个平淡而温暖的傍晚

果冻

走在校园的大道上
花香浓郁到凝成了实体
像是柔软的果冻般
一个一个行人穿过
都只是其中的装饰品

橘子

秋天摘下一颗橘子
剥下了他的皮
为自己做了一身橘红的新衣裳

火锅

火红的热汤在锅里演奏着交响乐
毛肚鸭肠伴随雾气跳起了双人舞
这是他们为冬天准备的节目
于是
整个冬天
治愈了全部寒冷

马打滚

每种东西
都有着自己的意义
独一无二
就像那马打滚
即便只是沾染了些黄豆粉
也不能再叫做汤圆了

我家那匹枣红马
索发祥口头禅

黄志伟

丌丌丌
丌丌丌
微小说

韦玲的诗歌

壮志沥赤胆，剑指问苍天。不知
天上瘟神肆虐到何年？国徽金光耀
眼，护佑千楼玉宇，战疫不俱寒。儿女
屏倩影，思念梦相牵。经风雨，沥肝
胆，夜无眠。我写诗词点赞，英雄气概
顶冠，舍守难两全。但愿江河笑，国泰
歆家安。

水调歌头
为抗疫一线公安民警点赞

殷栋梁

海
河
冬
日

摄
影
梁
凤
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