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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外围作战是平
津战役“天津方式”的重
要组成部分。外围作战
于 1949 年 1 月 3 日开
始，此时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解放军攻克了傅作义集团西撤绥远的
必经之地——张家口和新保安地区；淮海战役也进入了第三阶段，华
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打，形成了对北平傅作义集团南北夹
击的有利局势。因此从整个华北战场来看，外围战的顺利推进不仅
关系到天津城及华北全境的顺利解放，而且也影响着华北、东北解放
区的连结与整合。在国民党固若金汤的城防工事下，各攻城部队用
生命谱写了一首血与火的战歌。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口述，再现了
当年战争的鲜活细节，成为纪念七十多年前波澜壮阔的解放天津历
史的最好注脚。

解放天津城战斗打响前，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依仗城防工
事以及对天津的负隅顽抗增加了解放军攻城的难度。号称“大天津堡
垒化”的城防工事在“天津城防工事线”的基础上修筑而成，“天津城防
工事线”是时任天津国民政府市长杜建时
花费800亿法币，历时8个月在天津外围修
筑的一条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
全长约42公里的工事线。1948年陈长捷
任天津警备司令后又陆续构筑了交通壕、
铁丝网，加筑了很多堡垒群和机枪据点。
为扫清射界，陈长捷还在天津城郊坚壁清
野，制造了一个数里长的开阔无人地带。
此外，城外还有一道宽3丈、深1丈，且被视
为天堑的护城河。
“不打无准备之仗，打仗一定要有准

备。”为减少伤亡，保障兵力运动，指挥部制
定了以肃清敌方外围据点、改造地形、逼近
前沿为核心的作战方针，为攻城做足战斗准
备。1948年12月30日，解放军各攻城部队
陆续向集结位置移动，形成了对天津的包围
阵势。之后，各部投入大量的兵力进行阵前地
形测绘并挖掘数公里长且纵横交错的交通壕
沟。测绘员们每天晚上潜伏到城防线附近，躲
在坟堆后面等天亮。因为处在敌人的前沿阵
地，很容易被敌人岗哨发现，所以需要测绘员
在短时间内完成画图工作，且要确保地图的准
确性。有一次，一个测绘员因专心致志地画图
而探出了身体，所幸负责警戒掩护的侦察员及
时示警，测绘员迅速翻身滚下坟堆，才躲过敌
人的炮火袭击。交通壕的挖掘也是在晚间进行，除了躲避敌人的炮火袭
击，冻土层作业也是一个棘手问题。12月的天津正值严冬，土地硬得像石
头，铁锨、洋镐根本无用武之地。于是战士们就用细绳将二十多个装满
黄色炸药的米袋子铺在地上，引爆炸药炸开冻土层。遇到漏水，就设法
用盆、桶向外舀水并用草秸垫上。经过8天的夜间作业，部队共构筑了两
条2500米以上的交通沟，以及突击部队专用交通壕。

交通壕的问题解决了，接着就是解决护城河的问题。护城河是
国民党守军城防线上的关键部位，也是保障天津防守体系完整的重
要环节。陈长捷为了不使护城河水结冰，不但引上游水灌入护城河，
增加护城河水量，而且每日驱使民夫数百人在河上破冰。基层党支
部提出“想办法运动”，发动战士们集思广益。在老百姓的支持下，战
士们设想了芦苇桥、汽油桶桥、双叶桥、船桥等几十种渡河的工具和
方法，最后确定了芦苇桥的渡河方式。这种芦苇桥利用新芦苇浮力
大、取材便利且能大量制造的优势，用细麻绳将芦苇捆绑成直径30
厘米粗、3米长的多个圆把，按距离摆放，然后把宽25厘米、长7米的
两块木板放置其上，最后用细麻绳和圆木将苇子与木板固定制成徒
步桥。其间刚刚成立的坦克大队的战士们也提供了一种坦克桥方
法，这种方法是让驾驶员开着坦克冲进护城河，然后坦克打滚履带朝
上，以牺牲驾驶员的方式让战士踩着履带过河。这种悲壮的渡河方
式上报后，指挥部考虑到坦克大队刚刚成立，部队培养驾驶员不容
易，便将这一方案换成了坦克大队掩护步兵架设芦苇桥过河。最后
经过战前反复演练，由各连队挑选的架桥突击队准备就绪。

打有准备的仗还需缜密的作战计划和战术配合。在工事准备的
同时，部队根据各连队的不同任务制定了不同的作战准备工作。比如
三十八军第一一二师要求一般连队以爆破与冲锋结合训练为主；对像
突击连、架桥连等执行特殊任务的连队则以爆破、冲锋和架桥三者结
合为重点，并辅以实地演习，制定具体作战步骤与指挥符号，让每位战
士明了自己的任务和动作次序；班组则进行三三制战斗队形作战训练
以及四组一队、一点两面战术准备，不打莽撞仗。

外围准备就绪后，1月3日突破部队开始了有序扫除外围据点作
战。凭借着距敌60米的交通壕，三三四团三营七连迅速逼近敌方前
沿阵地。战斗中，战士们不惧外侧敌人火力，梯子未到，就跳过铁丝
网利用爆炸烟雾搭人梯向碉堡发起冲击。占据碉堡后，迅速改造工
事、组织火力打退城内敌方援军，巩固了阵地。与此同时，东局子据
点战斗则进行得异常惨烈。在敌方火力和地雷的袭扰下，三九五团
七连战士伤亡巨大。尤其是在靠近敌方碉堡的一个河坡上，突击队
员遭遇敌方狙击手伏击，连长和战士们先后牺牲在那个河坡上。五
个小时的战斗，九十多名战士的热血洒在了那块土地上。

经过一个星期的激烈战斗，战士们清除了天津城外18个外围据
点。天津城防工事完全暴露在了解放军面前，整个天津城变成了瞎
子和聋子，彻底击碎了陈长捷负隅顽抗的决心。1月15日，人民解
放军以29小时歼敌13万的战绩，胜利结束了解放战争后期华北战
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

没有玻璃的时候，在腊月二十四扫房日以
后，“二十五糊窗户”，新年的窗花就贴在窗棂
里换上的新的窗纸上。后来玻璃取代了窗纸，
扫房之后擦玻璃，擦得窗明几净，在上面贴上
红色的窗花，和春联、吊钱儿一起，成为门户
上一团红色的海。窗花大多数用剪子剪出
来，我多次在过年时候到著名的剪纸之乡蔚县
考察，那里的窗花是用刻刀刻的，是过年之物，
也是艺术佳品。
吊钱儿是窗花的近亲，贴在门楣和房檐

上。和窗花丰富多样的题材相比，形状如同小
幡的吊钱儿图案里大都有古钱儿的样子，有避
邪的功能，也有借以招引财源的意思。直到现
在，天津这里可能有人家不贴春联了，但几乎
没有哪家不贴吊钱儿。有一年过年期间，我带
着老母亲到南方游览，看着南方城市乡村的民
居，母亲吃惊于当地人为什么不贴窗花和吊钱
儿。吊钱儿是吊起来的，上半部分贴在门楣之
上，下半部分迎着风飘动，美好的意象象征美好
的生活。吊钱儿不禁风吹，人们期望它至少能
保留到正月十五在门上挂着，如果过了十五，人
们会把吊钱儿撕下来。
比起春联，贴窗花和吊钱儿就更讲究一

些，把红纸刻剪得更细腻，好多部分是镂空
的，糨糊涂抹多了就“瞎”了，而且会把擦好
的玻璃弄脏，抹少了又怕沾不住。
不仅贴，我还参与过窗花和吊钱儿的

剪纸制作。这些年俗之物，是后来才进入
市场的，之前都是人们自己操刀。一进了
腊月，每家每户都在“忙年”，剪窗花是很多
心灵手巧的人自己做的事。我记得上学时
手工课还展示过一个吊钱儿作品，其实那
是我父亲剪的，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我先是
兴奋，继而为此而感到羞惭。天津这边过
年时的窗花常贴有聚宝盆、金马驹、肥猪拱
门等题材样式，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剪窗花时
的兴奋心情还有创作作品的鲜活样子。
从窗花说到冰花，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其

实关联也很大。
在北方冬季寒冷的天气里，夜晚，房间里

炉火或者炕灶烧着，水壶里的水蒸气袅袅地
腾在房间里，水蒸气印在玻璃上，玻璃简直是
个画板，可以在上面写字和画画，就像是玩儿
沙画一样。后半夜炉火熄灭了，水蒸气在玻
璃这样平滑的表面凝结成冰片,好像忽然就

盛开的花朵镶嵌在窗户上，
这就是冰花。转天早晨醒
来，爬出被窝是件艰难的事

情，睁开眼，玻璃上不仅有花朵的样子，还有
各种想象不到的图案，想象成一座山，想象成
一个人，都可以。

过年那些天，天气寒冷，早上贴窗花不
行，冻手不说，沾不上。等到上午后半段冰花
消融之后才能贴，而当贴上了窗花之后的转
天，又经过了一个夜晚，冰花和窗花就相遇
了。那时候天津的天气还很冷，我至今记得
在冰雪的北方冬天醒来，在白色的冰花上看
到红色的窗花。

从冰花又说到年画的一种——“缸鱼
儿”，和一个过年时所闻的故事。那时候天
津农村的人家，一般是正房三间相连，一明
两暗。中间的“堂屋”，既是连接
左右两间卧室的通道，也是客厅
和厨房，房间进门左右都有一口
大锅，锅灶下面连着两间卧室火
炕的烟道。饭做好了，炕也就烧
热了，钻进被窝躺在火炕上，越睡
越热乎。堂屋进门锅台拐角处多
置放一口大水缸，过年的时候，在
那水缸上贴上一条大鲤鱼形象的
图画，那就是杨柳青年画里的“缸
鱼儿”，图个连年有余的吉利。我
幼时在天津西南部乡村所见，很
多人家的水缸上都贴有“缸鱼
儿”。水是活着的根本，也是“财”
的象征。也有不少人家的水缸里真的就养着
一条鲤鱼，人们喝水的时候，就用“水舀子”到
缸里去“舀水”，鱼就在缸里游，两不相干。

水缸里的水也会结冰，用水时就用水舀
子砸开薄冰，水缸里还会凝结有许多细小的
冰柱体。某年过年，一户人家卧室里的女主
人听见堂屋有扑腾的声音，以为是鸡不小心
跳进了水缸里，急步出屋伸手往外猛一拽，没
想到却是邻家一个不大的孩子。那孩子身体
倒悬去够水缸里的冰柱，悬空上下够不着，得
救后在堂屋里乱蹦，满脸通红，又憋又冻又羞
又怕。女主人也吓得站住不动，如果事先知
道不是一只鸡而是个孩子，也许早就吓得不
敢动弹了。天津过年吃饺子，但庆祝都是吃
捞面，说“快吃捞面吧”有躲过灾祸之意。是
日大年，两家人又吃饺子又吃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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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吃的面食，有死面、发面之分，也
有中间地带的“半发面”。过年时节，当然要
吃发面的，并且讲究吃发面馒头。
“二十八，把面发”。我一直生活在天

津，临近除夕过年，不仅我家，我邻居以及亲
戚朋友，都会发面蒸馒头。
京津地带，并非吃面食为主，米面各半。

天津的小站稻米曾经驰名中外，附近的唐山
乃至东北，都是产米的著名地
方。我幼年时感到非常不解，
过年就过年吧，为什么要蒸这
么多馒头呢？

馒头是敬神祭祀时的供
品，也可以是人们相互交流的
礼品，供桌上摆着雪白的馒头，
也体现一个家庭的精神面貌。
那时候没有什么春节连市的说
法，从年三十儿开始，买卖铺户
关门歇业，有钱也不挣。虽然正
月初六就有营业的了，但很多行
业都要出了正月十五甚至正月
后再说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什

么都不好买。馒头既算正餐，也可以是携带的
“干粮”，不像吃米饭，哪怕不上桌正襟危坐，就
算蹲在地上吃，也至少需要一个碗盛饭。而蒸
上几锅馒头储存起来，吃的时候热一下，随意
配点儿菜，用手拿起来就可以吃。哪怕过年这
些天要走亲访友吃酒席，毕竟这个漫长的正月
里，储存点儿现成的馒头，还是有备无患的。
另外，蒸馒头，那可是需要“发”面呀！朴

素的人家，也都有在转年发家致富的梦想。
再有，俗话说得好，不蒸馒头争口气，谁不愿
意蒸蒸日上？
蒸馒头也是一种生活，是长期形成的一

种过年的活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不发面不
去蒸馒头，干什么去？时间用来这样慢慢打
发，一家人在一起，蒸上一锅馒头，掀开锅盖，
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出锅了，这不是最好的

生活吗？
我记得蒸馒头时父母亲的配合与和谐，

掀开锅，从锅里的屉布上一个一个小心地
揭起馒头，趁着热气，把准备好的食用红颜
色用七根细而小的高粱秸秆捆绑在一起做
成的专用工具蘸了，印在馒头上面，现出梅
花状的七个红点。也有点一个红点的，用
一根筷子就可以完成，如同印度少女额头
中间的红印记。母亲还用过形状均匀的调
料八角，印在馒头上鲜艳好看，馒头上点上

红点儿有喜庆之意，也有区分作用。因为馒
头也分成好多种，豆沙馒头、糖馒头，还有枣
馒头。再复杂一些花样的，那就不是馒头而
叫花糕了。南方人很好奇，馒头带馅儿，为什
么不叫包子？这里的门道其实妙不可言。
父母蒸馒头的过程会持续一天，他们每

年都乐此不疲。那天家里的午饭也一定就是
刚刚蒸出来的馒头，新出锅的馒头就是好吃，
其他的馒头就存起来，那时能体会到粮食的
珍贵和劳动带来的快乐。
蒸馒头要经过好几道工序，首先是发面

的过程。天津有一句俗话叫做“馋嘴老婆不
留肥”，就是说她连那块儿老面团面肥，都要
吃掉。现在发面用酵母粉的多，过去是用一
块老面肥加上水和面粉，然后等着“发酵”。
把盛放面的盆放在炕头儿，还要用棉被之类
蒙在上面，要在温暖的环境下才能“发”起来，
我记得幼年眼见着面团膨胀变大的过程，觉
得神奇而震惊不已。膨起来的面团不用舌头
尝，用鼻子就能闻到酸酸的味道，那是童年的
味道之一种。

因为酸，就需要往面里“搋碱”而中和，我
记得我父亲过年时节单手在一个瓦盆里揉
面，旁边的一只小碗里放着碱水，另一只手随
时往面盆里“搋碱”的情景。碱大了，蒸出来
的馒头发黄，卖相不佳，而碱小了，馒头吃着
也是酸的，掌握好火候着实不易。

其实接下来的和面，揉面，上锅，都有很
多窍门儿。比如和面，用凉水和热水都有讲
究，效果不一样，跟季节冷暖也有关系。多大
的面盆倒进去多少水，训练人的宏观能力。
切忌把两只手都放进面盆，因为那样很可能
就“无法自拔”，手上沾的都是面，留有余地准
没错。加点水，再加点面，试着来，面和水，无
论如何不能大过那个盆，否则就不好收拾，人
的一切都是生活教会的。

有人喜欢吃暄腾的馒头，有人则喜欢吃
瓷实的戗面馒头。有人蒸出来的馒头又白又
大，而有的人蒸出来的馒头，或者没有发起
来，或者蒸开了花儿。过年时节蒸馒头，非常
忌讳出现这些情况，嘴上不说，内心暗暗较
劲，怎么可以不起、不发？一定要蒸出一锅漂
亮的馒头来！ 题图作者：卞家华

守岁，是重要的年俗和重要的记忆。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岁”就是

时间，说的文雅些，就是“时光”。时光是生
命的具体表现和存在的方式，时光流转里，承载着人们的深
情。所以时光最是清丽，也最是沉重。白居易有《客中守
岁》诗：“守岁尊无酒，思乡泪满巾。”起码在唐朝的时候，已
经有了守岁的习俗。守岁，是人们希望日子越来越好，同
时，守岁，也一定是人们对于过往生活的留恋。那些曾经美
好的日子，还有那些日子里的相亲相爱相知的人们，在守岁
的时候，不一定在身旁，但思念里一定有。守岁的时候，时
间变得像空间那样立体，时空交错。

守岁的一个仪式是给祖宗牌位供奉香火。子夜时分，
鞭炮齐鸣，饺子下锅。鞭炮声稍歇之际，饺子煮熟了，先端
到供桌上，仪式之后再拿到餐桌上，“上供人吃，心到神知”，
人吃了供果和饺子，护佑平安。北方乡村过年的时候有一
种花钱请来的“大纸”，供奉起来贴在墙上。那“大纸”花花
绿绿的，上面的那些人物是“全神”，子午交接时把神位“大
纸”揭下来烧掉，就是送全神回到天上去了。
三十儿这一天禁忌那么多，尤其到了大年夜，不许乱说乱

动，不许扔脏物，不许泼脏水，甚至尽量不要大小便，就是因为
大年夜的时候“全神下界”，所有的神都来到了人间，不能冲撞
了。当然什么“死”“完”“没”，这样的字眼儿是绝对不能说的，
勤快的孩子帮着干活儿，大声地喊着“奶奶，我的饺子包完
了”，这孩子要倒霉了，奶奶会生气地说，什么包完了，没完，没
完没了！

把全神送到天上，自己的列祖列宗都还在那里供奉着
呢，高堂父母端坐中间，晚辈开始给祖先给长辈磕头。

守岁的过程，就是阖家欢乐度过这个夜晚。现在人们
吃了“年夜饭”之后，晚上几乎就是两件事情，包饺子，看春

节晚会。去看古诗里的大年夜，没有电视机的时候，人们也照
样过得丰富多彩。

饺子其实是夜里12时那个隆重时刻的“夜宵”。为什么
那一刻要吃饺子，用天津话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天津人把饺
子说成“交子”（一声）的，听着世俗、奇怪。可是这恰恰暗合了
饺子的本意就是一夜连双岁的“交子”。

有的地方把年“夜”饭提前到中午吃，或者是下午时进行，
以和子夜的饺子有个比较大的间隔。过去，年夜饭是一年最
好的饭，就算是最穷的人家，也要在过年这一天吃些像样的。
年夜饭是团圆饭，哪怕不和睦，也要在一起。还要留有一碗
“隔年饭”，以寓示着今后的好生活绵绵不绝。米饭里有绿色
的菠菜和红色的大枣，很是好看。年俗没有确切典籍可依，都
在民间和内心。

守岁是大人的事情。长辈要在晚上给孩子压岁钱，给孩
子一个红苹果，都是期盼平安的意思。孩子睡着了，大人们还
要守岁。或者在这个时刻大家说说很多心底的期盼和感慨。
时不时起身去看看给祖宗牌位的香火是不是还烧得好。“香
火”另外的含义就是传承。

如果去睡觉也不许洗澡，不能把衣服脱下来，所有房间的
灯都要开着！

我的关于守岁的记忆，是好几次我们睡着了，醒来是正月
初一的早晨，无限怅然，埋怨母亲为什么不叫醒自己。年龄再大
一些，开始思考生命的问题，尤其在礼花缤纷之后，饺子也吃了，
夜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想着过往的生活，有些感想，就写诗。如

果能翻箱倒柜，或许还能找到那些青春年代的诗篇。写诗或者写
信，在屋子里来回地踱步，这构成我那多少年的守岁时候的生活
场景。

年三十儿晚上，是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最冷清的时候。高
兴并伤感。刚刚还是鼠年，现在却已是牛年；刚刚还鞭炮齐
鸣，现在却万籁俱寂，刚刚还一家人一起说话，杯盘碰撞，笑语
盈盈，现在就一个人在夜里写安静的句子。如果受不了繁华
落尽，那么就该让自己始终淡泊。守岁的时候，能悟出很多人
生的深意。
我就是在这几年的除夕夜不熬夜了，体力在下降，感慨也

没有那么多了。与其唏嘘感叹，不如好好生活。
我在某一年的除夕夜写的一首歌词保留了下来，现在看

来，文学技法太过一般，但却仍然舍不得扔掉。
谁说一刻/不等于一年/鞭炮声中/好像飞越了山／看着饺

子在锅里旋转／记得今天／第一缕春风已经拂面／礼花灿烂
／把往日照亮了／往日深情／仿佛那么遥远／踱步的声中／
透出一点企盼／前方的路上／有你的笑脸

又是除夕／春把爱装满／新一年里／究竟怎样苦干／海
河水不会总是冰川／用力用暖／为爱着的人开启大船／冬天
过去／就要好起来了／贴紧大地／迎接幸福震颤／日子如水
啊／岁月有点烂漫／抓住你的手／今生永相伴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蒸馒头是种生活

一股阴风吹了起来
与此同时，上海临时市政府正

式成立，并由市政府委员推选了白
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王晓籁、汪寿
华为执行委员，林钧(川沙人，原“上
大”学生，又名林少白，五卅运动中
的学生领袖之一，后参加“南昌起
义”。中共党员。1944年被国民党
杀害。)为秘书长。但被推选担任临
时市政府主席的钮永建和北伐军驻沪
最高军事长官的白崇禧却拒绝到职视
事，这其实是蒋介石集团的阴谋。
然而，上海武装起义的革命胜利

消息，仍然振奋着全国和全世界。苏
联《真理报》等8家报纸都印了上海
胜利专号，详细作了报道。全苏工会
中央理事会代表苏联全体工人，专门
向上海总工会发来贺电，热烈表示：
“你们会经常得到我们兄弟般的援
助。不论是艰苦的失败时刻或愉快
的胜利时刻，我们总是与你们站在一
起的！”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上海人

民此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虽
然周恩来、赵世炎等期待能够以真诚
和善良的姿态，换取国共合作的北伐
革命的全胜。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势力的蒋介石并不这么想，他的反
革命嘴脸如此一会儿阴、一会儿阳，企
图迷惑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民众。按
照蒋介石的授意，一股阴风其实就在
起义胜利的当天就开始吹了起来：上
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
公会等19个代表上海资本家利益的
团体宣布成立了上海商业联合会，由

虞洽卿、王晓籁等17个资产阶级头面人
物组成常务委员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们是想跟上海总工会对峙。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当天晚
上，新成立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虞洽
卿即拜会了蒋介石。第三日蒋介石又接
见这个商会的9名代表，拍着胸脯将他的
“阶级兄弟”们安抚了一番。上海资产阶
级代表们心领神会，立马由钱业公会组
织了84家钱庄慷慨解囊，凑出100万元，
加银行业的200万元，给了老蒋一份厚重
的“见面礼”。“拿钱办事”的蒋介石其实
也并不像资产阶级代表们想的那么简
单，此时他的野心不仅仅是有那么多诱
人利益的上海，他更看中的是整个中
国。而欲借北伐军的力量夺取江山，如
今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大城
市上海已经有了几千人的武装队伍！这
让蒋介石十分头痛。
“陈独秀这样的秀才玩玩文字游戏，

话捅到天，我也不怕！可怕的是像周恩来
他们领着拿起枪的工人和学生……”蒋介
石曾这样对亲信说。

蒋介石在对付革命力量和自己的对
手时，很有一套。为了镇压和解除上海的
工人武装，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在暗中紧
锣密鼓地进行了……

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杨灯罩儿知道老朱没这心眼

儿。好不容易编的这个杨柳青大姨
的故事这么真切，自己又哭得伤心
伤肝，本来老朱已经信了，可是第二
天突然变卦，肯定是来子又在背后
捣的鬼。

这本来是个不大的事。杨灯罩儿
给大卫李出了这个“缎儿鞋”的主意，
就已经算是帮了大忙，倘再把这“缎儿
鞋”做了，也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没做，按
说大卫李也说不出别的。可现在就不行
了，倘这“缎儿鞋”做不来，也许已经说好
的去“克洛德”洋行的事，就此就又黄
了。这一来，这双“缎儿鞋”的事也就不
是一双鞋的事了。杨灯罩儿也想过，实
在不行就咬咬牙，做这“缎儿鞋”的钱自
己出。可一是他拿不出这么多钱，杨灯
罩儿这些年一直是寅吃卯粮，手里搁不
住钱；二是就算借，街上的人都知道他这
人的人性，也没人借给他。

果然，大卫李一听就急了。大卫
李已在洋人赫德的面前夸下了海口，
说这双“缎儿鞋”几天以后就能做出
来。还凭着自己的想象，把这鞋的样
子跟赫德详细描述了一番，如何精致，
如何典雅，如何充满东方传统文化的
神秘和魅力，说得赫德也充满期待。
这两天，那个叫阿方索的大老板马上
就要启程回法国了，赫德正紧着催。
可现在，杨灯罩儿突然说不行了。大
卫李冲杨灯罩儿急扯白脸地抖搂着两
手说，你现在才说不行，让我跟洋人怎
么交代？

杨灯罩儿一听也出汗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唯一的办法，只能
去别的鞋店买一双现成的。可这时穿“缎
儿鞋”的女人已经很少，一般的鞋店早不做
了。且这“缎儿鞋”还不像别的鞋，没尺码
儿，都是定做，一双一个尺寸，也一双一个
样儿，就算买着现成的，这个叫阿方索的大
老板带回去，外国女人的脚丫子都大，也未
必能穿。倘不能穿，也就成了个样子货，只
能摆着。但大卫李一想，这时已没有别的
办法，有总比没有强。杨灯罩儿这回多了
个心眼儿，干脆拉上大卫李，让他一块儿
去。俩人在南市转了一天，总算买着一双
紫地儿黄绣活的“缎儿鞋”。
这件事过后，大卫李也就没再提让

杨灯罩儿来“克洛德”洋行的事。杨灯罩
儿试探着问了两回，见大卫李不拾这茬
儿，也就明白了，肯定是已经煮熟的鸭
子，又飞了。
杨灯罩儿一连堵心了几天，心里越

想越窝火。其实当初来子来鞋帽店，杨
灯罩儿想横打驳拦，就是料到会有今天
这样的事。没想到，这回果然栽在这小
子的手里了。
杨灯罩儿有个习惯，心里窝火，不在

家呆着，得出来满大街转。转也是瞎转，
东游西逛，什么时候逛累了，走不动了，
心里这点毒火儿才能出去。

40 37 共同见证
2011年年底，一座特别制作的2

米长、1.5米宽的全钢移动升旗台和6
米高的不锈钢旗杆，由北京发往连云
港，再由江苏省军区、连云港市灌云
县政府派人用船运上了开山岛。

赵新风随船第一次登岛，安装调
试旗杆。设备于2011年12月31日
前安装就绪，调试完毕。天安门国旗
护卫队国旗班第一任班长、时任中国国
旗基金会秘书长的董立敢，天安门国旗
班第八任班长赵新风，武警天安门国旗
护卫队三班班长常超，武警天安门警卫
支队副参谋长刘建光一行四人前往开
山岛。

2012年新年第一天，一场特殊的
升旗仪式在开山岛举行。旗手是开
山岛哨所所长王继才同志，护旗手是
时任武警天安门警卫支队副参谋长
刘建光、武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三班
班长常超。当6米高的不锈钢旗杆高
高竖起时，王继才激动地围着旗杆转。
那一刻，注视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王继才夫妇俩觉得所有的艰难、痛苦都
有了意义。

天安门国旗班第八任班长赵新风
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2011年年底前，我们特制的移动旗
杆由北京发往连云港，在江苏省军区、
连云港市灌云县政府支持下，
旗杆被装船运上了开山岛。我
也随船第一次登岛，安装调试
旗杆。2012年元旦中午12点
半，开山岛上举行了特殊的升
旗仪式。旗手是王继才同志，

护旗手是时任天安门支队副参谋长刘建光、
护卫队班长常超。
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

省委领导，江苏省军区司令、政委、省军区
政治部主任等部队首长，连云港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灌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等
出席了特殊的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原定
上午举行，但因遇到大风浪，临时调来挖
泥大船送领导们上岛。大船被风浪不时
拋起摔下，在风浪中缓慢前行，寒风中站
在甲板上的我们冻红了脸，我也深切体验
到王继才夫妇几十年来在风浪侵袭中守
岛的艰辛不易。
升旗仪式上，我和董立敢班长分别向

哨所捐赠了旗杆和国旗。2012年央视网
络春晚，我和董立敢班长再次与王继才夫
妇在舞台上相聚，我们向他们赠送了一面
新的国旗。
2015年迎新春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亲切接见了王继才夫妇。“我是农民的儿
子，为了一个承诺，我选择了上岛；我是哨

所的民兵，为了一面国旗，我留下
来守岛；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
一个信仰，要在开山岛守下去，直
到守不动的那一天！”这是王继才
同志的一段发言，这也是他本人
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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