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出来似乎有些吹牛，我竟然拥有两
间“书房”。如此“殊遇”之获得，花费了我
近50年的光阴。

上世纪70年代初，我结束学生生涯，
成为一名公职人员，身份是河北省沧州地
区所属青县下面的“大杜庄中学”教师。
教室里的讲桌、课桌和凳子其实就是由红
砖垒成大小高低不一的台子，台面用白灰
掺上麻刀抹上厚厚的一层，以防出裂。宿
舍很狭小，只能放两张单人床和一张课
桌，安排两名教师合住。至于书房，于我
而言，仿佛是在云端。

两年后，我结了婚并调到
县城中学，住的是两间土坯
房。里间是卧室，外屋则放置
水缸、水桶、扁担、铁锨、生铁
铸的炉子、炉具及大扫帚之
类，还有一堆煤饼子。这些物
什，好像和书房不搭界。我愧
无古人“耕读”之志，却有古人“晒书”之
需。因为土坯房十分潮湿，从北京带来的
几个纸箱子的书，有不少已经泛黄、变形，
翻不开书页了，所以每年夏秋之际，我就
得将书晒晾一番。只有此时，方能于房前
空地上见到个人全部藏书的真面目，心中
杂合着雅趣与悲哀。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调到沧州师专
任教，学校分给我两间相邻的住房。本
可以将其一间辟为书房，可惜这两间房
是在教学楼里，对面是一大间由教室改
造的学生宿舍，隔壁即是教室。安静、私
密乃书房之必须，可这里从早到晚嘈杂
声不断，再加上有不少学生经常出入我
家。为了书的安全，我的大部分书依旧
藏身于纸箱之中，案头只有数种与教学
有关的书籍。一位老教师留给我的书
架，则被我巧为利用，将前脸儿钉上布帘

儿，改成碗橱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调入天津。定

居于直辖市，固然顺遂了多年的心愿，然
而住房却太惨了。我们一家三口蜗居在
一间不足九平方米的简陋平房之中，连
装书的纸箱子都寄存别处了。春节时，
校长带人前来慰问，须等桌子折叠后搬
出屋子方得进门……校长见状，当即叹
曰：“此乃学院第一寒舍也。”至于书房，
似乎离我更远了。
没想到，入津仅三年便峰回路转。我

分到了两间楼房，虽然是伙单（和另一户
同住一单元内，共用一个厕所），但是我的
两间房各自独立，正好我儿子去西安读
书，我就将其中一间当作书房了。纸箱子
里的书终见天日，可以舒舒服服地立在书
架上了。为了这一天，我盼了整整20年。
第一次拥有书房，我飘飘然了许多

日。欢悦之余，心想还得起个斋名，以期
更有意义。曹植《求自试表》中有“冀以尘
露之微，补益山海；荧烛末光，增辉日月”
句，我便取“尘露”二字作为斋名，以示本
人平凡、普通、渺小、速朽之意。又请恩师
启功先生用毛笔书写“尘露居”三字。待
装裱入框，挂到书房里，顿使书房生辉。
此后我又迁居两次，住房条件一次

比一次好，书房也越来越像样儿——书
柜代替了书架，书桌也见档次，藏书日渐
丰富……

两年前，我终于入住今生最理想的房子
了。我能坐拥两间“书房”，并非炫耀，而是
在条件许可情况下之工作需要。
两间“书房”中常用的一间，其实并不是

真正的书房，而是客厅。因为我的文化生活
是“吟诗弄墨做文章”，而“弄墨”是我的主
业。厅中靠窗放一大书案，铺上毛毡，笔墨
砚印常备，可随时挥毫，极其方便。而作诗
写文章，我也多在此进行。因为我的文稿基
本还是手写，完成后再请朋友帮忙打出来。
客厅宽敞明亮，书案又宽大，摆放、摊开几种

资料都没有问题，我还经常把大
部头工具书也搬到这里来。当
感到有些疲劳小憩时，头向左一
偏，无须起身，即可见宁园全景，
令我心旷神怡。

而真正的书房虽然与客厅
相连，但我却不常在里面工作。
只是查阅比较多的资料和用电

脑修改文稿、翻转照片、邮箱往来时，才呆的
时间比较长。其实这个书房还是比较有品
位的。墙上挂的是启功恩师所写的“尘露
居”镜框及山水画、花鸟画各一帧，靠墙4个
连排的书柜、书桌和靠背椅都是红木的，墙
角是一株四季常青的绿萝，几上还有观赏
石、瓷瓶、根雕作点缀。然而，书房终究不是
讲究摆设的地方，而是使人称心特别是实用
的处所。
我想说的是：书房的大与小、简陋与富

丽、古朴与时尚、清雅与甜俗，反映出的是个
人的经济条件和审美情趣。与学业成果的
确有关系，但是没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第一
本书《汉字的艺术结构》，就是在不足九平方
米的陋室中的折叠桌上写出来的。我的书
法、旧体诗、散文和著作能被社会基本认可，
那是本人不断探索、精进的结果，而非书房
档次逐步提升所致。

众所周知，在解放战争中产生了解
决国民党军事集团的三种方式，即“天津
方式”“北平方式”与“绥远方式”。其中
“天津方式”就是通过战斗去消灭敌军，
但是在“天津方式”产生之前，也曾存在
和平解放天津的希望与努力。
解放前的天津“为华北第一大商埠，

（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商埠，全国四大贸
易港之一”，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
中心。为使天津免遭战火破坏，人民免受战争
涂炭，在立足于武装解放天津的同时，中国共
产党曾进行过多次和平解放天津的努力。
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打响后，人民解

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实施了“围而不打”“隔而
不围”的战略部署，并通过多种途径对傅作义
进行和平争取工作，傅作义在固守平津以观
局变的同时，也试探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因此
双方进行了多次和平谈判，包括1948年12月
崔载之、李炳泉与刘亚楼，以及1949年1月周
北峰、张东荪与林彪、聂荣臻等的谈判。
就在1949年1月6日，林彪、罗荣桓还

亲自致信国民党天津守军，“盼望你们仿效长
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
器……希望你在我之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
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同时，天津市参议会
也筹备成立和平促进会，提出和平建议。在
内外压力之下，国民党守军陈长捷等人回应
可以商谈和平，同意由国民党天津市参议会
派出代表，与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
1949年1月8日，天津市参议会推选的

四位代表丁作韶、杨云青、康相久和胡景薰受
命出城，就和平解决天津问题进行谈判，“四
人八日下午三时离津，经宜兴埠赴杨柳青求
见林彪，呼吁国共双方停战，并停止对津市之
攻击。康氏等并定十日赴平傅作义总司令，
呼吁和平。康氏等均由参议会备见证明书及
分致林傅件，并持有白旗，工书‘天津市民代
表呼吁和平’字样，由津防守司令部派员送徒
步出津城防”。
时任参谋长的刘亚楼热情接见了四位代

表，表示“听到天津广播，四位参议员要来，本
军上下均非常注意。四位参议员不辞艰险，

不辞辛苦，非常佩服。二百万市民愿和平，为
人民为国家保全天津，本军具有同感。商谈
和平本军非常同意，并希望各位参议员继续努
力”。并具体阐述了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四
个条件：“一、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
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藉免遭受战争破坏。
二、一切天津国民党军队应主动放下武器，人民
解放军保证这些军队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去
留自便。三、人民解放军停战二十四小时，等候
天津守军的答复。四、如果天津守军不愿放下
武器，解放军即实行总攻击，其一切后果均由
天津守军指挥官负责，对被俘后
的将领，不能照小城市或乡村中
战败被俘的军官同等看待。”

1月11日上午，四位代表返
回天津城内，与天津市参议会议
长杨亦周向陈长捷、天津市长杜
建时报告结果，并探询意见。陈
长捷认为人民解放军的条件过于苛刻，表示
同意放下武器，但要求国民党第62军、第86
军只放下重武器，携带轻武器经塘沽撤往江
南。1月11日下午，四位代表再次出城，向
刘亚楼转达了陈长捷的意见。刘亚楼表示：
如该两军不愿放下武器，则陈长捷可将所属
阵地让给人民解放军，让该两军缴械，至少可
减少天津破坏的程度。

中共中央军委得知天津和谈消息后十分
重视，于1月12日致电林彪、聂荣臻，明确指
出：“一、天津四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书
面声明，表示尚好。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
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珊的谈判
之内。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
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
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
当时间内攻占天津。”这充分表明了中共中央

军委是希望并大力支持和平解放天津，为此给
予天津方面较大的自主权和主动性。而从《大
公报》的相关报道来看，我军也具备足够的和平
解放诚意，“丁氏等自称：曾在共军处效秦廷之
哭,各参议员于语及二百万市民生命在火在线
时,声泪俱下,对方颇为感动,且曾允诺尽可能
不使炮火伤害老百姓。丁参议员当以陈司令所
说‘敌如来犯,决逐屋战斗,寸土必争’相告。对
方说：‘到那时候,凡没有敌军的房屋仍然不射
击。’据这几议员表示,这一次对方表现较上次
热烈,握手时双手,急切的盼昭各位议员能尽快

回到共区继续谈判。”
而相对应的，天津市长杜建时

则在报告中称：“窥测共方谈话，似
亦愿和平，并了解我方放下武器事
不可能。但适当条件，在彼方亦苦
于寻求。”天津守军“惟乏既定方针
（惟不得总座指示），恐亦徒劳呼吁，

仅能藉以缓兵，将无具体结果”。“如往返折冲，
虽无成议，但可达成总座采取和平攻势，以待全
局变化之旨趣。”可以看出，虽然杜建时也承认
中共方面具有和平诚意，但国民党方面却只是
借和谈以拖延时间，等待时局变化。

1月12日下午，四位代表返回天津城内，
随即与相关人员“密议良久，并分别与有关方面
联络，最后决定暂时留津，等候各方面有利情势
出现后，再返共区继续呼吁。”而据天津市地下
党的情报，陈长捷等俱不愿放下
武器，“和平解放可以（指让其回
南方），放下武器则不可能”，并威
胁说“必要时将天津全部焚毁”，
从而最终关闭了和平解放天津的
大门。正如林彪、罗荣桓在致傅
作义信中所言，天津“市参议会代
表与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

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
等所破坏，以致毫无结果”。

由于国民党方面在和平解放天津问题
上一误再误，一拖再拖，丧失了和平解决的
良机，人民解放军只好用战斗方式来解决
天津问题。1949年1月14日，平津前线司
令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了攻
取天津的命令。与此同时，傅作义派遣邓
宝珊、周北峰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到达平
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三次谈判，但此次谈

判已经不包括天津，只谈北平问题。
天津战役开始后，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国民党

守军的所谓“大天津堡垒化”体系。国民党守军看
到失败在即，又再次准备出城谈判，“闻军政当局十
四日深夜举行重要会议，对当前的局势有所商
讨。同时工业界领袖李烛尘杨亦周诸氏……决定
于今晨亲赴共区，续向共军领袖作诚恳之呼
吁”。当时，尽管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入天津市
区，但对这一“迟到”的和谈要求给予了积极回
应。1月14日午夜，林彪、罗荣桓指示刘亚楼：
“一、天津广播说他们将于明晨派人自南面出来
接洽放下武器的事。二、天津代表到时你们应
作如下（安排）。三、在敌未放下武器以前，你们
应坚决攻击，但对于某些不妨碍我军战斗发展
的工厂学校，可采取喊话劝降方法解决，以求减
少破坏。四、目前我军已攻入城内，无论守军是
否抵抗，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全部歼灭他们。五、目
前能迅速放下武器因而减少对城市的破坏者，本
军仍采取宽大政策。对于顽固到底者，战斗结束
后即按罪论处，绝不姑宽。”但由于此时天津城内
战况异常激烈，出城道路已被战火完全阻断，谈判
计划已经无法实现。就在1月15日下午，人民解
放军经过29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了天津。
虽然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放天津所作的努

力未能取得成功，但却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争取和平的诚意，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到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

天津解放的故事（一）

“天津方式”中的和平谈判
任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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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吾爱吾家”这四个字，很多
读者也许首先会联想到商品房中介服
务公司。其实这是杜桂春将要付梓的
一本散文集的书名。作者自云，没去
过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但在这
片广袤土地上，他却拥有“容身于我”
“成身于我”“养身于我”的三个
“家”——国家、工作单位和家庭。

“国家”或故乡的概念在文学家笔
下的描绘因人而异，有的说像海洋一般
大，有的说像邮票一般小，各有心得。
杜桂春描绘得更具体形象：“觉得国家
就是我头顶的蓝天，就是我身旁的大
海，就是我脚下的土地；国家就是生我
养我名叫汉沽的家乡，就是我家门前
蓟运河畔那成片的稻田，就是夜晚人
们携手徜徉的每条小路；有时我甚至
觉得国家就是我去看病的那所医院，就
是我出差时乘坐的那趟高铁……”多么
富有诗意的语言！

杜桂春长期扎根在天津长芦汉沽
盐场，工作之余偶有文学创作，他的作
品除了经常出现在系统内部的《中国
盐业》《汉沽盐场报》等报纸杂志外，还
发表在《天津日报》《天津工人报》等本
市媒体，并曾结集成《阳光之下》出
版。作家秦岭为此书作序给予高度评
价：“一个优秀的生活歌者，内心必然
有一个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声、有色、有形、有味，
甚至有可以触摸的质感和意象。这个世界更像看似平静的湖泊，
一粒沙子，一缕轻风，都会掀起一阵波澜壮阔的亮丽心境。杜桂春
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的歌者，他的随笔形式小巧而又见微知著，题材
广泛而又注重生活真实，笔法灵活而又讲究文情并茂，一缕思绪、
一些感悟、一串回忆、一种心情，他都可以信手拈来，布局谋篇。”我
认为这个评价是很到位的。

继《阳光之下》出版后，这次杜桂春又推出散文新集《吾爱吾
家》。他将自己的作品按照不同题材划出四个单元。开篇的“盐滩
凝眸”，如《大美不言百里滩》《凝望那片曾经的盐滩》《盐工飞镲最
威风》《巍峨神州第一坨》《千年贡品——芦花海盐》《免税食盐话今
昔》《盐业盛会到我家》等内容，作者饱含深情地描绘了七彩盐田，
讴歌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海盐生产基地，赞美了盐工拥有大海一样
博大胸怀和盐晶一样透明、坚韧的品格。接下来的“往事如烟”篇
中如《遗失的那些老照片》《防空洞旧事》《青涩趣事荒唐事》等，“居
家忆旧”篇中如《父亲的大手》《母亲的实话》《无尽的牵挂》等，“怡
性闲情”篇中如《松石小景记》《植兰心底也相宜》《枣花飘香》等，每
部分作为生活的剖面叠加，构成了作者生活的景观。从中可以看
出，作者是个热爱生活并善于挖掘生活中美的人，善于通过日常工
作生活中的感悟和思考，以随笔散文形式描摹出来，体现出爱国
家、爱单位、爱家庭的创作主题，平凡中寓真情。杜桂春的作品是
十分“接地气”的，真正将文章写在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汉盐大地。

作者和我是老朋友。记忆又将我拉回上世纪80年代初。受
特定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集体无意识影响，偏嗜文科
的我也鬼使神差地选择了并不擅长的理科，“误读”了天津化工学
校。“心气”甚高与高考心理期望值落差很大，加上我的某些怪癖言
行难以被大部分同学理解，因此是很郁闷的。在我“沉沦”的日子
里，相处比较融洽的是包括天津书法家邵佩英在内的汉沽几位同
学张起、王杰忠等。他们朴实、宽厚的品格，使得天津化工学校毕
业后我将汉沽视为心灵栖息的港湾，几乎每年都要去那里欢聚。
正是在那个时候，我通过老同学结识了桂春，他当时已是天津长芦
汉沽盐场办公室主任，通过他了解到汉沽盐场这个具有千年盐业
生产历史的企业，非常注重企业文化建设，支持职工文学创作，结
出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我因学术活动繁忙，和汉沽这些老朋友
不能常晤面了，但时以为念。愿《吾爱吾家》的作者为汉盐大地奉
献更多的文化精品。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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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胜利的日子
由于被工人纠察队切断了援

兵，盘踞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守
敌很快被四面围集过来的工人纠察
大军包围，被瓮中捉鳖。
一面投降的白旗飘出……上海

滩一片欢腾！现在只剩下顽敌的最
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了。按照
原来的计划，是等待北伐军的支援，以
攻克有重武器的北站守敌。然而，21
日整整一天，却没有等到北伐军往市
区内前进一步……怎么回事？
“老蒋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

了！”罗亦农愤怒地将拳头砸在桌子
上。赵世炎也当着周恩来的面痛斥蒋
介石是革命的叛徒！
“他这个人是什么样，我在黄埔军校

已经深有了解，”周恩来沉稳地对特委的
同志们说，“我们决不依靠北伐军拿下北
站，我们自己有决心和信心，凭自己的力
量，最后彻底消灭军阀的残余部队！”
“对！我们自己干！”“自己干！把

反动军阀赶出上海！”“打倒反动军
阀！”“建立革命政权！”
22日，当第一道阳光照射在北火

车站时，数以万计的罢工队伍和工人
纠察队、武装特别队以及市民们，将站
内的顽敌团团包围……
随后，经过一个白天的心理战之

后，下午5点，天色刚刚暗下来，向北
火车站总攻的命令下达：一时间，北火
车站四周，枪声、口号声、喊杀声震天，
地动山摇！敌方指挥官毕庶澄见大势
已去，偷偷逃到了租界。于是，敌军一
下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工人起义大

军，趁势奋起，一下攻破了守敌，夺得起义
的最后一个据点，缴获长短枪近4000支，
轻重机枪数十挺。

中国工人第一支通过斗争获得的武
装队伍也从此刻正式建立。呵，上海工人
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上海扬眉吐
气，威壮山河！

这是一个胜利的日子，一个值得纪念
的日子，一个使革命者有了成功喜悦的日
子，一个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知道可以通
过武装斗争赢得革命胜利的日子！

那一天，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抱
在一起热泪盈眶，随后他们围到周恩来身
边，发自内心地对他说：“恩来，你一来就
胜利了！我们和上海人民感谢你啊！”

周恩来笑笑：“没有你们先前的两次起
义，就不会有这第三次起义的成功。你们辛
苦了！”四位革命者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比今天的电讯
还要传得快，整个上海市没用半天时间就
传遍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

根据革命者的策划准备，3月22日上
午9时，在市中心新舞台，召开了第二次
市民代表会议，到会代表4000余名，选出
19名上海市政府委员，其中中共党员罗亦
农、汪寿华、侯绍裘和李震瀛在列，还有后
来成为大叛徒的顾顺章。

“缎儿鞋”还是不能做
杨灯罩儿说，这大姨不是亲的，

是我二姨姥姥家的，可比亲的还
亲。说着就又哭起来。这回不是哇
哇的了，是呜呜的。老朱还真没见
过杨灯罩儿为谁这么哭，看着是真
动了心。杨灯罩儿又哭了一会儿，
才抽抽搭搭地说，他这个大姨在杨
柳青，他妈叫她大姨姐。他三岁时
出痘，眼看就要不行了。他妈让人算
了一卦，算卦的说，得把这孩子往西
送，送出四十里，也许能躲过这一
劫。他妈一算，往西四十里应该是杨
柳青，她大姨姐正好在那儿，就把他
送去了。他在杨柳青跟着大姨住了
一年，痘是好了，可又把他大姨传上
了。大姨倒也没死，但病好了，落了
一脸大麻子。她男人看着恶心，也不
要她了，就这么一个人孤零零地过了
一辈子。

杨灯罩儿说，他大姨这辈子就想
穿一双“缎儿鞋”，可一是没钱，买不
起；二是自己一个麻脸，真穿了又怕人
家笑话。现在她已落了炕，眼看没几
天了，他想最后尽点孝心，给大姨正正
经经地做一双像样的“缎儿鞋”，也了
却她这辈子的这点儿心愿。

这么说着，就又呜呜地哭起来。
老朱没想到，杨灯罩儿要的这双

“缎儿鞋”还这么曲折。看他越哭越伤
心，自己的心也软了。可再想，倘真答
应他，买二尺缎子，再搭上绣活丝线零
碎料子，也得不少钱。况且现如今已
没人再穿这种“缎儿鞋”，做完这双鞋
剩下的东西也就只能这么搁着了。这

一想，就还是拿不定主意。只好说，容我
再想想，咱这铺子你也有份儿，这里的事
儿你应该明白。
杨灯罩儿说，我大姨，也就这两天的

事儿了。
老朱说，行，明天下午给你回话儿。
第二天早晨来子来了，一听这事

儿，立刻说不对。来子听尚先生说过，
杨灯罩儿也曾让他给算过卦。尚先生
用八卦算出，他家祖居“乾位”，应该是
从西北过来的。其实杨灯罩儿从不信
占卜算卦这类事，让尚先生算，也就是
算着玩儿。可当时一听尚先生这么说，
立刻大惊失色。他这才告诉尚先生，他
老家早先是西北天水的，当年他爸带着
他妈是要饭过来的。
来子说，他家在天津没亲戚，怎么杨

柳青又冒出个大姨，还是他二姨姥姥家的？
老朱一听，这才明白了，自己又差点

儿让这杨灯罩儿给绕进去。
这天下午，杨灯罩儿早早儿就来

了。但老朱不是个爱矫情的人，杨灯罩
儿说的这杨柳青的大姨，他也不想给说
破，只告诉他，这“缎儿鞋”还是不能做，
没钱。
杨灯罩儿一听没再说话，扭头就走了。
杨灯罩儿这回不光恨老朱，也恨来子。

39 36 标准旗杆
在董卿的引导下，王继才逐渐

平静下来，话匣子慢慢地打开了。
那天晚会的主题是“五星红旗，我

为你骄傲”。董卿展开话题说道：“刚
才我们也看到了，小岛上始终飘扬着
一面五星红旗，其实从来也没有人命
令你，规定你，也没有人会来检查你是
否每天升旗。为什么还这么做？”

王继才回答说：“因为国旗是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开山岛虽小，
但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门，我
必须插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现场的掌声像潮水一般响起。
晚会现场，王继才夫妻俩还认识

了北京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第一
任班长董立敢(董立敢退役后，担任中
国国旗基金会秘书长一职)和他的几
位战友。他们也是作为特邀嘉宾被邀
请到节目现场的。

董立敢和他的战友们，在听了王
继才与董卿的对话后，知道了王继才
夫妇的事迹：从1986年10月1日第
一次在开山岛升国旗，他们25年来风
雨无阻，就是生病了，他们也咬牙坚
持，让国旗准时升起，高高飘扬……台
风来袭，王继才、王仕花用绳索将两个
人牢牢地捆在一起，顶着狂风，相互搀
扶，相互提携……有次王继才被台风
掀翻到崖下，摔断了三根肋
骨，可他硬是咬着牙爬上来，
坚持把国旗高高升起。

这是怎样的信念和意志
啊！王继才、王仕花的守岛事
迹感动了几位国家级旗手。

董立敢和他的战友们商量后，做出了
一个决定。
晚会结束后，王继才和王仕花刚从台

上下来，董立敢和他的几个战友就迎上
来。董立敢向王继才夫妇一一介绍了天安
门国旗班先后几任班长。董立敢和他的战
友们得知：20多年来，王继才都是自费买
国旗、自己做旗杆。于是他们决定代表天
安门国旗班，向开山岛哨所赠送升旗台。
天安门国旗班第八任班长赵新风说：“中国
已经富强，不能再用手持竹竿升旗了。我
们要送给开山岛哨所一座标准的旗台和一
根标准的旗杆。”
王继才、王仕花激动得连连说好！
董立敢说：“我们将给开山岛捐赠最

新式的升旗全套设备。升旗台带有电动
开关，轻轻一按电钮，国旗就能徐徐升
起。旗杆是不锈钢的，即使是海上刮十级
台风，也不会受影响。2008年奥运会上
的升旗仪式，用的就是这样的设备。设备
落成后，我们去开山岛现场操作，传授升

旗仪式仪规。”
王继才说：“这是我做梦都想不

到的好事啊！真的太好了。虽然
我们每天升国旗，但是不正规，有
国旗班升旗手来指导我们，我们也
能实现升旗现代化、正规化了。”

82
烟火

王松

作家出版社
江西高校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两个人的五星红旗

郑晋鸣

上海文艺出版社

革命者

何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