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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连载

第十二章德厚流光

如果有游泳比赛，他更是场场不
落。他说，看游泳比赛是学习提高技
术水平的最好方法。不看比赛就会
固步自封，很难知彼知已，更不会进
步，无论看大小比赛皆有受益。他把
每个运动员的好技术、特点都记在笔

记本上，认真观察记录每一个细节，过后再和教练员们共同分析研究，寻找差
距，汲取精湛技术。国际游泳比赛现场直播大多在深夜，他不吃不睡守在电视
机旁，就像是球迷看足球比赛一样，兴致勃勃地看完全场。当他看到中国运动
员夺冠时，就兴奋地大喊起来：“真棒！好样的！”惹得四邻不安。对于国内的游
泳比赛，只要有时间，他必亲临，而且总是第一个到场，最后一个退场。对本省
的游泳比赛，他更是重任在肩，场场不落，从中物色人选。每次看比赛时，他总
要随身带着望远镜，仔细观看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 像年轻人一样，跟着观众们
鼓掌欢呼，振臂高喊，或者叹气惋惜。这位老泳迷的激情与投入让周围所有的
观众为之感动。有时看长距离的游泳比赛，观众已经所剩无几，他还是兴致勃
勃地看完，他要看这些运动员的毅力和耐力。比赛后立即召集教练们开总结
会，查找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召开队员会，让大家谈体会，对拼搏精神好的队员
及时进行表扬，对发挥欠佳的队员给予鞭策激励。
对基层单位的游泳比赛，穆成宽也会兴志勃勃地去看。他多次看保定胶片厂

子弟学校的游泳比赛，和小队员们坐在一起谈感受，问他们怕不怕比赛？小队员
们说：“就是一比赛就紧张、心慌”。穆成宽风趣地对他们说：“我有一妙招，不信
你们可以试一试，那就是树立为祖国争光的雄心壮志。只要你想到是为国家争
荣誉，准不怯场。”看到他们游出好成绩，穆成宽就夸奖说：“嗯，有志气，好样的！”
他还要与该校的领导、教练共同谋划如何更好地开展游泳这一运动，并委以重任：
“省队小泳苗的培养发现，还要靠你们呢！缺什么尽管说，我们会全力支持。”

穆成宽在河北游泳馆工作时，是他一生最后的冲刺阶段，付出了巨大的心
血。正如他自己常说的：“河北游泳上不去，出不了奥运冠军，我死也要死在游
泳池边。只要把河北游泳搞上去，我还要回到家乡，还要把街坊邻居的孩子组
织起来，教他们游泳。”
1985年，穆成宽因患脑动脉硬化和外伤性脑神经萎缩，出现痴呆症。医生问

他，头部是什么时候受的重物击打。他知道，这是“文革”中被造反派用棒球棒子
打的，即便被蒙着头，他也能听出一些熟悉的声音，但他始终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是
被谁打的。医生让他住院治疗，他拒绝住院。领导和教练们多次劝他，他坚决不
去，只是嚷着说：“这有嘛呀？我练了几十年功，心胸宽阔，遇事想得开，放得下。
虽然在‘文革’中受了些折磨，但是我心灵上没有创伤。我现在体质挺好，去年闹
眼病住院做手术，病友中属我年岁最大，身体比他们都好。他们都说手术后得躺
两天，我出了手术室就坐在病床上练静坐。第二天清晨照常起床练功，恢复得也
比他们都快。我在馆里吃药养着心情更
好，既省钱又能听听训练的声音。听不见
训练的声音我心里难受。”大家只好依他。

小时候的农村，最热闹的莫过于放
电影了。

太阳还红彤彤的挂在天边，打麦场
边的白杨树上已经绷起了白色的亮眼
的电影幕布，从大队部抬得两张条桌就
放在打麦场中央，孩子们就在屏幕下嬉
笑打闹。国仓叔正把一根长竹竿绑在
桌子腿上，长竹竿顶端挑一只大灯泡，
还没有插电，长长的电线拖在地上，有
疯跑的孩子拌在电线上，电线头扬了起
来，孩子扑倒在地上，不等国仓叔反应，
就一骨碌翻起来跑远了，国仓叔气得冲
孩子大吼几句。

下地的赶集的都陆续回来了，瞅着
电影幕布都面露喜色，草草扒拉了几口
晚饭，就急急地出门了。有姑娘嫁到外
村的，或者娘家离得远的，都赶着去通
知。不大一会儿，十里八村知道消息的
都往打麦场聚集。天麻麻黑了，刘文书
喝得小脸红扑扑地赶回来，开了大队部
的门，扯过电线插上电，有相熟的人趁
机搬光了大队部的板凳，长竹竿顶端的
大灯泡一亮，大家都开始抢占有利位
置。不一会儿，偌大的打麦场已经是黑
压压一片。有放着一排藤椅的，上了年
纪的半卧半坐在藤椅里，嘴蠕蠕着皱纹
里挤着笑容。有一家三四口坐着一条
长凳子，顶端的人起身都要招呼一声，

大多数都是一人一把小凳子，调皮的孩
子们都三五成群席地挤坐着。

国仓叔这时候已经从大队部提了
一大两小的铁皮箱子，大的铁皮箱子
里是放影机，小的两个铁皮箱子是放
映盘。国仓叔把放映机小心地取出
来，垫着朝上的角度，手里拿把毛刷子
边擦拭机器边调试，边上看热闹的围
了里三层外三层，相熟的就搭讪：“国
仓，还放《少林寺》？”国仓叔就开玩笑：
“咋的，不想看，不想看就回去搂着婆
姨睡觉去！”大家就哄地笑了，国仓叔
拿起喇叭“喂喂”了两声：“社员同志
们，今天放的电影是新片《神秘的大
佛》。”国仓叔话音未落，人群立即就沸
腾起来。国仓叔又说话了：“大家安静
一下，放映之前，要给大家读个通知：
乡政府通知各大队在下个月开始，到
乡政府领小娃的打虫药！”话毕大灯疏
忽就关闭了，短暂的黑暗之后，一条光
柱出现在大家头顶上，白色幕布上有
了人影晃动，有了不断变化的字幕，舒
缓的音乐也从喇叭里飘出来。
“海能法师和司徒俊正在房间里谈

话，忽然听到外面有响动，就跑了出来，
发觉有人偷听谈话，当夜，一个花脸的
怪面人出现了……”屏幕上，怪面人一
出现就引起一阵骚动，特别是怪面人挖
掉了海能法师的眼睛，很多孩子都吓得
不敢看，正放映着，屏幕上却出现了黄
色的孔洞，喇叭里也响起了碎裂声，继
而一片漆黑。有人就起哄：“国仓，你丢
人哩，弄这啥破烂玩意！”国仓叔打开了
电灯，一脸歉意地说：“新片子最近放的
有点多，烧带了。”随后把圆盘卸下来，
用手卷了一下，接着又开始放映，可又
跟之前的接不上，人群又一阵嘈杂声。
有人站起来，头伸到光柱里，便投射到
幕布上一个大脑袋，大家都大声喊：
“头，谁的头！”旁边人的便拽一下那人，
那人便弓着腰跑开了。

在家里开商店的翠翠，早早地提
了一篮子花生瓜子糖果，电影开映前

已基本卖光了，这不又回去提了一篮
子，每次换片的间隙，她就在人群中穿
梭，不断有人“翠翠、翠翠”地喊，还有
人开玩笑：“翠翠，哥没带钱，赊账不？”
“赊呀，哥又不是没钱的人呀，电影完
了我跟哥回去取！”大家又都起哄：“琐
才，等一会翠翠跟你回去，看嫂子不打
断你的腿！”

渐渐地竟起了些风，先是树叶“哗
哗”地响，慢慢地幕布也在风中“呼啦啦
呼啦啦”地抖动，像水中褶皱的小波浪，
人影就在波浪中晃动着，国仓叔暂停了
一下，找了两个麻利的小伙子，上到树
上，把幕布使劲扯展了，才晃动小一些，
勉强看完了电影。大灯一亮，屏幕上正
走着结束的字幕，大家都纷纷站起了
身，提起了板凳，于是孩子尖利地哭腔
找不着父母，父母大声喊着小孩的名
字，乱作一团。国仓叔也在喇叭里说开
了话：“今晚天气有风，没有看过瘾的明
天到黑镇看，明天天气好！”正说着，边
上有人抢话筒：“蛋娃，蛋娃，你跑哪去
了？”边上又一阵哈哈地笑声。

跟父母往回走，经过二爸家门口，
二爸家却传来一阵争吵声，接着就听到
玲玲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跟着父母赶
快跑进去，原来大家都在看电影，玲玲
姐跟外村的小伙子却挤在麦垛下面，让
到处找人的二爸逮个正着，气得二爸顺
手拿个树枝把小伙子打跑了，然后拽着
玲玲姐回家，那小伙子二爸知道，小学
没毕业的二流子，气得二爸一回家就拿
着笤帚把，撵着玲玲姐打,满院子哭爹
喊娘的叫声……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三十多年过
去了，现在满大街的高档电影院，手机、
电脑也随时可以看到自己心仪的电影，
但是总感觉好像少了童年的那份淳朴
那份亲切，同时放映的大多是革命战争
影片，也让一代人从小接受了难得的爱
国主义教育。露天电影永远定格在那
个时代的记忆里，成为那代人最温馨最
甜蜜的回忆。

摄影 罗时东
传 承

那年我高考落榜后，一直在家帮母
亲干些农活。

等种好麦子已经进入到农历十一
月，正好村里的文化哥去温州打工，就
带着我一起去了。到了那里，他把我送
到了一个工地上，他自己就匆忙地离开
了。当时那个工地上就只有我一个安
徽人，剩下的都是贵州人。那是一个小
包工队，只有十几个人。也许就是因为
包工队太小，我们总是居无定所。从最
初在开发区旁边山上的庙里，搬到了平
阳县的水塔旁，然后又搬到瓯海的工
地，在瓯海没干几天我们就放假了。我
算了一下，总共也只干了三十个工，去
掉生活费，只挣几百块钱。然而就这几
百块钱我们也没拿到手，工头说老板没
给结钱，只发给每人一百块钱生活费。
本来我还想着给母亲寄点钱过年，这下
全成了泡影。

由于天天和那些贵州人在一起干
活，在一起吃饭，在一个房间里睡觉，我
和他们就慢慢变得熟络起来。我知道
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陈老实、大庆候、王

老二、王老三。当然他们也给我取了个
很亲切的名字：安徽。给我们工地上烧
饭的是王老二和王老三的妈妈。她整
天都用毯子背着一个小娃娃，不论是洗
衣还是烧饭，甚至买菜的时候也背在身
上，我当时还觉得特别好玩。而且这个
王阿姨对我还是很不错的。

一百块钱实在是干不了什么。还
好伙食费都是包工头先垫上的，不然还
真的没法过年了。即便是过年的时候，
我们也都窝在工棚里。那是一个仓库，
睡的床就是我们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
铺。工棚的最里面有几个用防水布围
着的小床，那是给几对夫妻专用的。不
过，过年那几天他们好像去他们的老乡
那边了。

大年三十那天，太阳出老高了，我
们都还窝在被窝里。王老二和大庆候
对着手抄的纸质歌本，正小声地唱着山
歌。我虽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但那
调子实在很俏皮，我听着听着就笑出了
声。王老二喊我：“安徽，你要不要学，
我来教你唱山歌，以后跟我们一起去贵

州，你会唱山歌了，就会有妹子喜欢你
了，哈哈。”
“要得，你们来教我怎么和妹子对

山歌吧！”我笑着回他道。
“哈哈，好，来我们一起唱山歌喽。”大

庆候笑着说道。好家伙，一时间嘹亮欢快
的歌声充斥着整个工棚，又传出很远。

直到王阿姨烧好了饭菜喊我们吃
饭，我们才停下来。

午饭后，我走到附近的小店里，用
公用电话给我们村子最东头那个小卖
部打电话，那也是我们村里唯一的电
话。电话打通后，小卖部老板的儿子帮
我喊人去了。大约等了半小时，我再打
过去，母亲已经等在那里。我还没说
话，母亲就不停地问我:“光儿，你在外
面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干活累
不累？想不想家啊？”

我笑着打断母亲：“娘，我在外面好
着呢，您别担心我……”

挂上电话，我才发现自己早已泪如
雨下。

那是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到如今
已过去了二十年。今年因新冠肺炎疫
情原因估计我又要面临在外地过年了，
因为政府天天都号召我们非必要就不
要回家过年了。不过这一次是在嘉兴，
不同的是有我老婆陪着我一起，虽然是
租的房子，但却很温暖。只是老家还是
有令我魂牵梦绕的人，那是我的母亲和
我的一双儿女。

雪花落下来
白鸽子羽毛，栖满时光枝头
寂静，顺延辽阔宽度
那些干净废墟，在深冬
让一些迷茫事物，找到了灵魂旧址

雪花落下来
荒芜之上，必有热烈覆盖
一茬茬生命，苦寒里坚守
默默点燃内心火焰

雪花落下来
一帧帧脚印，抒写冬的坦荡
那些风雪掩埋的过往
此刻，铺就一派心灵的独白

每粒雪花，
都带着春风的温度

北方无雪的日子
大地的卷轴少了灵性
曾经铺开的色彩
在时光的阅读中
剥落成苍白旧叶子

而今，落雪簌簌
安静的善念铺满大地
麦苗匍匐
内心的虔诚向上汹涌
树木和我，此刻同时失语
其实沉默不是迟钝
而是所有蓄势，都在暗暗发力

十一月这场落雪
让暮冬沉重的灵魂轻盈起来
所有包裹，此刻都脱落得纷纷扬扬
十一月这场落雪
像冬天贴出的《出师表》
每一粒雪花都带着责任
而每一粒雪花
都带着春风赐予的温度

十一月这场落雪啊
更像你回心转意的归来
一夜姗姗行程
把爱的箴言，洒满了我的心间……

雪满天

那些压抑的叙述
是天空给大地的恣意
得需一场风煽情，得由慢至快
胸俯，有叙述不尽的话语
仿佛冬天的黑，落满晶莹的光
仿佛灯盏的隐喻，照亮暗影全部
雪满天，此时空虚的心灵
落满了纯洁。冰霜，寒风
纷纷坍塌的眩晕，抚平记忆
总在冬天能感受你的气息
那熟悉的温度，香味
让我双臂拥抱你
你似有似无的身影，朦胧，缥缈
那么真实，梦中留下足痕

雪满天，一个值得怀想的季节
所有叙述，仿佛已经结束
真相，暴露无遗
而所有叙述，又像刚刚开始
淋漓连绵，无尽无休
留白的时光
铺展了太多无尽想象……

堆雪人

这么多年，每当下雪
总会到旷野堆一个雪人
一铲，代表一个日子
一粒雪花，代表一个热情闪念
今年，我用落雪
再堆一个梦中你
尽量推出梦中你的样子
我从旷野折一枝初绽的梅花过来
插在你手上
记得那年踏雪折梅
你也曾向我递过一枝梅的火焰
风刮起来了
你在雾雪中孤零零站着
我心疼你，哈着热气
在雾雪中陪着你也孤零零地站着

转眼又是岁末年初，时光于季节的轮回里老去，渐成心底最柔软的清欢所
在，不经意在回忆里时隐时现。

不远处，叮叮当当的敲击锤打声从塔吊林立的施工场地传来，我知道那是
城市建设者的欢歌。感谢每一个劳动者起早贪黑的辛苦劳作，才使城市变得越
来越靓丽，生活越来越美好。

空气薄凉，阳光却依然灿烂，周身弥漫的光芒让所有的焦虑都被缓和，所有
的褶皱都被抚平，于是心思也渐渐变得澄明起来。下午，信步来到朋友的面馆
小憩，空气中还氤氲着各种汤料、佐料的气息，心照不宣，彼此眼中的笑意已然
荡漾起来：生意兴隆，午餐盛况可见一斑。“今年的特殊情势，让我学会了淡然与
等待。都说等待是个美好的词。因为总会有一个结局，让我欣然接受。”朋友给
我一盏茶后，轻言慢语。是的，我也喜欢冬日里铅华洗尽，喧嚣归于宁静，把焦
躁统统都化入平淡，将日子慢慢地留白，将生命里的欣喜和美好都煮进冬的暖
茶里。因为冬日没有愁，只有清爽、单纯与洒脱。
“生意，也就难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不能一看有钱赚就奋不顾身向前冲，一

看情况不妙就逃跑。赚钱，赔钱都得挺住，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稍有空闲，我会
去读《老子》与《诗经》，看，效果还不错吧？”茶又缓缓续上，令心湖染香。此刻屋
内默默地守护着安宁，悄悄地在心中开出花来，不惧时光流转。

想来每个成年人都在披荆斩棘地生活，只是漫漫旅途，有人望见了星空，有人
却只看见了尘土。感谢冬日，让很多人对生命有了新的认知，不再浮躁，不再执迷，
不再抱怨，也渐渐体悟到：光阴年华，要经历无数风雪，唯有内心宽宥，才能活得有滋
有味。

与朋友彼此细说着平日里琐碎的烟火日常，人便觉得醺醺然，在梦与醒之间
迷离着，四肢百骸却又是如此舒畅，天地寂然，时光缓缓流淌。日头如踩着猫步一
般，向西山缓缓行去，拉着人和树的影子都变得漫长起来。暮色降临，一切笼罩在
青灰色的光晕里。冬的美，在于细品，内心笃定的人，不会因冬寒就停止追逐心中
的梦想，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只是让人生多了一个经历和考验。毕竟，我们终究还
是会以长情赴此生。同时坚信：心思单纯，意念清简，沿着内心欢喜的模样，一定
能看到这世间最美的风景。

顾客盈门，外卖忙个不停，我离开朋友处，看霓虹起起落落，恰逢一群建筑工
人身着工作服，头戴黄色安全帽，排列规整，正在十字路口等待绿灯。他们说笑
着，有的还唱着流行歌，让这个冬日的黄昏又灿烂了一些。我不禁在想，谁于黄昏
贩卖日落？远处的灯，眼中的光芒分明在闪烁，我们手握住一抔人间烟火，将所有
的对于生活的信念打造成了这个冬日最温暖的承诺。

一年终又送冬寒，向春天。 雁南何日北方还，问苍玄。
柳待东风染，禾亲雨润肥田。醉心思念百花鲜，百花鲜，期盼到人间。

一
大地复苏春似锦，人心振奋气如虹。寒冬过处春光暖，新岁来时喜气浓。

二
春归柳色千山翠，福映窗花万户红。瑞气春风江山美，吹遍神州日月明。

三
春和九域千家乐，政惠三农五谷丰。祖国有天皆丽日，神州无处不春风。

四
一身正气乾坤大，两袖清风岁月新。同谋发展齐天乐，共建和谐沁园春。

谁于黄昏贩卖日落
朱睿

望仙门·盼春天
林学恭

七绝·贺新春
殷栋梁

雪花落下来
赵传昌

（组诗）

在他乡过年
黄廷付

雪
乡

摄影王香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