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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二章德厚流光

他还住在宿舍，吃食堂的饭，但是他
的行动已经不能自理，无法迈步，经常
神智不清。刘本善的儿子刘欣去看他
时，他已经不能自己走动了，但是每天
还一再嚷嚷着“我要游泳！”发病时，谁
也控制不住他，只好搀着架着扶他出

来。奇怪的是，只要把他送到池边上，往水里一扔，他就像鱼儿入水一样动作自
如，竟然看不出一点有病的痕迹。

1987年11月21日，他的病情更加恶化，领导和同志们不由分说，硬把他送进医
院。王兆增的爱人就在医院工作，尽管对他百般关照，他想吃什么食堂的张师傅就
给他做什么。但是已经生命垂危的穆成宽知道自己没几天时间了，每天闹着要回游
泳馆。医生让他在病床上坐一会儿，他的双臂就做着十三势和游泳划水的动作。

弥留之际，孩子们来看他，他已经不认识了。但是他的那些队员来看他时，他却
能叫上名字。正在广州参加第六届全运会的祥英闻讯首先赶到保定，他认不出来。
祥英趴在他耳边大声喊着：“我是祥英！”穆成宽听见后，第一句话就问：“河北游泳队
在那比得怎么样，队员发挥怎么样？”当他知道河北队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露出了
笑容。
“六运会”期间，祥雄得知父亲病危也赶到保定，把父亲从昏睡中叫醒，父亲见了他

第一句话就问：“黄晓敏就差 0.38 秒？”那时，他已经病重得连日子都记不清了，却清
楚地记住黄晓敏冲世界纪录只差0.38 秒。祥雄把手里的饮料递给他，让他喝，他推开
饮料罐，还是询问河北队其他人成绩如何。祥雄告诉他比赛结果后，又把饮料递给他
说：“这是游泳运动员参加亚运会、全运会指定的饮料。”他马上说：“那我得尝尝。”刚拿
到嘴边，又问：“这东西都谁喝过。”祥雄说：
“王大力、钱红他们都喝过。”“那夏福杰呢，
她喝过吗？”他心里装的全是他的队员。

今年农历正月十六，阳光很好，春
风和煦，我拉着我妹去附近的苗圃遛
了一圈。

我喜欢这苗圃的天大地大空旷辽
阔，我也喜欢苗圃远离嘈杂清净自然，在
这样的环境里我身心舒展，格外开心。

起初我妹不理解，这光秃秃的旷野
只有没长叶的树有啥好看的呀，可是当
我领她走过那些我熟悉的小路，告诉她
春天哪些树开粉红桃花，那些树开白色
海棠，哪些枯草里会生出嫩黄迎春的时
候，她竟然一下子喜欢上这个地方，还
问我以前怎么没告诉她有这么好的地
方呢。我心里想，一个地方的好只靠言
语称赞是不行的，一定要自己走一趟，
感受能给心灵以答案。

偌大的苗圃里没有几个人，而且分
散在不同的土路上，所以没有谁打扰谁
一说。在这个人满为患的世界上，能拥
有一片宁静场地很不容易啊！

历来有正月十六遛百病的习俗，
我以前很少应景，这天见阳光这么好，
就有了出来走走的想法。当我们置身
于这广袤的园林的时候，我忽然间就
明白了老祖先说正月十六遛百病的科
学道理了——正月十六之前还算北方
的冬天，到了十六，阳光也暖和了，柳
树也含烟翠了，各种树都发芽了，野菜
也钻出土来，连布谷鸟都开始在林间

翩飞了，喜鹊更是成双成对采食忙;人
呢，在大自然里走，不自觉地就想甩动
胳膊，扭扭腰，舒展一下筋骨。吐故纳
新，把一个冬天身体里积存的陈腐之
气都吐出去，把初春天地之间的阳气
吸进来，这样当然有助于人的身心健
康了，身心一健康，人就高兴;人一高
兴就有精气神;一有精气神，就有创造
力;有了创造力，这生命与世界才生机
勃勃，是不是？

虽然正月十六遛百病是农耕时代留
下来的习俗，但是这是好习俗，是有利于
人类发展进步的习俗;是好的，就应该留
下，不管它年代多么久远，都是宝贝。

我对这个离家不远的苗圃太熟悉
了，每一棵树的春天样子我都记得，每
一片树林春天开怎样的花朵我都知
道，在这片四季变幻无穷的园林中，我
好像是美丽的女主人，对一切都如数
家珍，充满挚爱。

我不认为把自己手饰盒里昂贵的
珠宝展示给别人看有多么荣耀，我感
觉站在一棵春天开满洁白梨花的路边
树旁边时有一种无法表达的幸福。爱
分很多种，我爱大自然。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我想这
世间一定有一些人和我一样在丘山里
能露出甜美的笑容，比如儿童，比如王
维，比如李白、比如梭罗……

正月十六遛百病
高学香

雨水的节气一过，马上就是惊蛰了。
春天，让人感觉美好。江城武汉至 2020 年 4

月 8 日，经过封城七十七天迎来了生命意义上的
春天……那时，从抗疫一线回来的壮士、斗士、华夏
优秀的儿女……他们谱写了人间一曲曲壮丽的凯歌，
做出的事迹撼天恸地，人间如此美好，是因为有波谰
壮阔的大爱……人间值得来一回，人间值得爱一次，
中国人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伟大的中国人民可以战胜
任何灾难。
疫情之前，坐动车去济南，两个女孩坐在过道一

边，一路喳喳不停，一口普通话，一口济南话，一会普
通话，一会济南话。自然让人多看几眼，两个女孩都
很美。快到济南的时候，大家站在过道里等着下车，
一个男子从后面往前赶，两女孩挡住了道，男子说，
美女，让一下。女孩嘟着小嘴让了。等过后，一个
女孩说，他如果换个说法，好美的姑娘请让一让，我
会很高兴；再着，说姑娘让一让，我也接受。另一个
女孩说，这厢车里最美的姑娘请让一让……说着俩
人咯咯咯地笑着。我在旁边说，济南城里最美的姑娘
请让一让……两个女孩笑作一团。爷们嘛，总要多看
姑娘几眼，要常说，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姑娘……这
些是我们生活在岁月静好里面的一些美丽的插

曲。在行走中，在旅行中，在阅读中，在探索生命的
意义，在寻找生命的真谛。我们每一个人都怀有初
衷，火热的、奋斗的、昂扬的，但走着走着走着，己不
是原先计划的初衷，自己也已不是原来的自己。就
像一人挖井，冬天的时候，圈个圈，春天开挖，但周围
的风景太美，忘了继续，到头来一看，青春已逝，满身
风尘，人生很狼狈……周国平说人生是没有意义，但
过程有意义。不久前看到抖音里有一个80后的年
轻人开车在广袤的乡野寻找老人，在春日里，在村舍
陋巷，在田间地头，与留守老人聊天拉呱晒太阳，分
享老人的经历和故事，最后给老人拍一张凝神、最美
好的照片，现场送给老人，老人们感动着，拉着年轻
人的手说，下次来，一定到家里去……英国人曾说过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而中国人则事事践行着朴素
的为人标准，以一颗暖心。辛丑年的大年初一视频
号“父子国学堂”在大北辰传播开来，开播的主要内
容是孔子的论语解说，是以父子两人对中国古典文
化的深度解剖，以论语的开篇：子曰：“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主播温厚而磁性的声音，结合
当前经济转型、个人面临的困惑进行解读，小主播以
童稚声诵读，播出的效果是当前视频号内容的一股

清流。传播中国古典文化是一条宽阔的大道，“论
语”是3000多年文化集大成的好东西，正是我们需
要的“礼、仁德、孝道……”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深刻总结。“父子国学堂”邵先生如是说。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近被中央军委追记

一等功的19岁战士陈祥榕书写的。这样的年纪也就
是一个青春男孩和女孩子在大学里伴着书香上大学的
年纪，在母亲面前可以撒娇的年纪，在繁华都市享受美
好幸福生活的年纪……而在去年的春天，站在喀喇昆
仑高原，面对飞雪，面对风沙，面对严寒，面对挑衅的外
军，为了祖国的边防安稳，献出花季般的生命，她的生
命重于泰山，她的爱如此次纯净。

此时的春天是充满诗意的，春日下的青苇出芽，乡
路野趣、小桥流水、轩窗舟渡，无不让人如置身于画中；
如果立于那斜风细雨里，聆听偶尔飘来几缕悠扬的琴
声，会让人在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是马蹄渐远的乡
陌，是翠竹幽长的古道长亭？是赠汪伦离岸踏歌的行
吟？是让人满腹憧憬的感慨，是充满绵绵乡愁的烟花
三月下扬州……不觉间，我们都似乎沉醉了。这时候
如果有雨丝闲适的飘过，沁凉轻抚，蓦然惊醒里，你就
会深深休味到宋词里所描绘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
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棉吹又少……”的婉约意
境了……

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春天一日日变化，所以说，
春天如画，春天更是一幅水墨长卷，让我们在水韵里、
生活的恬静里细细品味这诗意的春天的同时，在感受
着和经历中华民族的伟大变革。在这样的季节，在如
此繁华浩荡拂涤的春风里，作为中华儿女要给美好的
春天和未来，给伟大的祖国书写和创造一篇又一篇华
章和奇迹。此刻，陌上花已开，君可缓缓归，山河春暖
花开，寄福祖国安好！

播一把种子，看春暖花开
邢喜峰

立春

坚硬的冰凌，有柔软的外皮
它经不住春风，一点点蛊惑
沦陷，源自内心溃败
二月，无论低处，高处
都有痒痒的事物，摇摆
那是枯草，冬麦，枝条
一冬焐热了欲望
光，穿过石头。春风，教化固执
一些起死回生的火焰
现在，正从春天的唇口，出逃
万物起身，一切都像新鲜行走
眸光闪亮，含下二月慈悲
温暖和澄明……

翻浆

土壤松软，二月舒展肺活量
血管的根，痒痒的，有点燃的冲动
春风饶有兴致，在一畦畦麦田
反复弹琴。音符水灵，翠绿
荡漾波纹。是水与火惺忪
沉寂与灰烬，恢复明亮
低伏像救赎，耸立如回首
一天天的鲜活
真想做一粒种子，萌发枯萎记忆
忽略时间，忽略曾经
忽略冬天荒芜的旅途……

奔腾

这初春的寒冷，按住
一枚蕾芽的嘴唇。风，掠过枝条
它压抑的停顿，哽住沉默
耳鼓，一直倾听
春光的波段，愈发清晰
在遥远地平线，我看到，雪的穷途
退出辽远。而大山，拱起脊背
河流，苏醒了奔腾。春风汹涌白云
马匹的蹄音越来越近
而这一切，让不可阻挡的轰轰烈烈
碾过大地，碾过时间。绿色印迹
写遍沃野，高亢的嗓音
将激荡整个春天 ……

翡翠

春天有那么多亮点，可以展示
让你讶异，又平静。
而生命，总在袒露自己最优质部分
无需春风炫耀。绿叶
会依次把自己最干净的震撼
一一罗列。自土壤中出发
根茎的初心，纯粹而原始
如今，走出了枝条一波三折
绿叶，是春天的翡翠
冬天的覆埋，已被春风挖掘
一枚枚时光极品，像光挣脱黑暗
从遮蔽的岁月，完美突围……

音符

仿佛音符高亢到一定程度
波及的范围，会蔓延无限
寂静，正在消隐
春天的笛孔，在大地
吹出了干净，柔软，鲜亮的音韵
春光谱曲，温润写就
一些新生春风，春雨
野花，嫩草，自带灵动或摇曳
那些新鲜音质，从内心发出
绿，飘荡音节
遍野都是花的喇叭……

花瓣

从一枚花瓣里，读取明媚
怀抱的芳香，是春光喂养的颂词
宛如粉红心思，安放花茎之上
这骨骼镶嵌的惊艳，叩开大地之门
仿若没有杂质，面对光芒风暴
净洁心灵，植入春的苍茫
仿若天空星辰。摇曳自己的孤独
在生动闪光里，咽下雨露泪滴
小小内心，爆裂了爱恨
短暂的极致，绽放自己
也找回自己……

春节快要到了，王老汉像往年一样
去集市上购置年货。

王老汉先来到一个猪肉摊前，问了
一下肉价，再摸摸自己的口袋，慢慢转
身离开，他的腰明显地弯下去许多。

王老汉是村里的五保户。他和老
伴秀英几十年来也算相敬如宾，要说唯
一红过脸的一次，还是四十年前的那个
春节了。那时王老汉正值壮年，还是村
里的生产队长。那年的收成不太好，眼
看快过年了，大伙却没钱买年货，虽然
猪肉才七毛三一斤，大伙也吃不起，几
个月都不见荤腥味了。王队长在自己
家院里坐着抽旱烟，他听到隔壁狗剩兄
弟家的几个孩子哭着喊着想吃肉，心里
很不是滋味。抽完烟，他把烟袋锅往地
上磕了磕，插到腰间，起身向屋里走去，
找老婆商量。
“秀英，我想把咱家那头猪杀了。”
“你想干啥？那猪可是留着咱春季

买种子化肥用的。”那头猪可是秀英的
命根子啊。她从春天一直伺候到冬天，

就指望过年卖个好价钱呢。
“秀英，你看马上到年了，咱村里一

点动静都没有，怕是这年过不去了啊！”
“那猪是我一把菜一把菜喂的，我

不同意。”秀英说这话的时候，眼泪都快
下来了。

王队长知道老婆的心思，每次养猪
她都把猪当作自己家的孩子一样伺候，
每次卖猪的时候，她都要难过得哭上好
几天。但王队长想起村里那些孩子的
期盼，他突然又狠下心来，摆起了一副
严肃的脸孔，掷地有声地撂下一句:“秀
英，就这么办了。”

王队长说完就出门了。一会工夫，
几个汉子跟在王队长后面进来了。秀
英躲在里屋偷偷地抹着眼泪，尤其听到
猪的几声惨叫，她再也忍不住了，大声
骂着自家那个挨千刀的。
“猪肉赊给大家，你们啥时候有钱，

啥时候再给。”王队长笑呵呵地对大伙
说。那个春节，全村的人家都欢天喜地
地过了个肥年，尤其是狗剩家的孩子，

更是笑声一片。然而王队长家那个年
可就不好过了，秀英心里憋着一口气
呢，一连和王队长冷战了好几天。

王老汉每次想到这件事，都觉得十
分亏欠老伴，但他从没后悔当年那样做
过。正当王老汉坐在门口沉思时，狗剩
老汉来了，手里还提了一块猪肉。“老
哥，你看这孩子们怕我过年不舍得买猪
肉，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送来。我寻思
自己也吃不了，就给老哥送一块过来。”
王老汉正要推辞，前院老李家的媳妇和
沟东大牛的孙子也都提着一块猪肉来
了。几个人还没来得及说话，村支书也
提着一块猪肉，还有一袋大米来了。村
支书看着眼前的场景，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这是都还记得当年的恩情呢。我
这可不一样，这是政府对老人的关爱，
以后每年都会有的。”

王老汉望着眼前的一幕，眼眶湿润
了。老伴秀英赶紧招呼大家进屋，“这
么多猪肉，我们也吃不了啊。”
“老嫂子，你把猪肉腌起来，可以吃

到明年麦晌都不会坏呢。”狗剩老汉快
人快语道，大伙听了都笑着点头。

作者简介：黄廷付，安徽省亳州市
利辛县人，安徽省作协会员。现在浙江
嘉兴打工。有作品发表于《中国工人》
《工人日报》《安徽日报》《特别关注》等
报刊。

前些日子，得知通过了一个考试，
心中还是抑制不住的激动。都说“人
过四十不学艺”，但疫情防控期间，恰
逢失业、赋闲在家的我思来想去，决定
拿起书本“充电”。于是从网上购买了
相关课程，由于万众一心共克时艰，所
以价格相当优惠，这让我很受感动与
鼓舞，为了防止自己偷懒，特地注册网
名为：“猪加油666”，并列好计划开始
系统学习。

可学习过程中，心绪再也没有学生
时代的平静，一会儿挂念家中老人，一
会儿想起还要辅导孩子学习，有时一开
网课，竟呼呼大睡过去，没成想自己反
倒成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孩子
见状，反问我：“如果大半年学习几门课
程不及格，那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每次
考试都是A？”此话吓得我不由一激灵，
瞬间明白了“言传身教”的重要性。

我这才开始逐渐理顺思路，见缝插
针地熬夜学习。期间深刻感受到：毕竟
四十三岁了，记忆力大不如前。只好先
保存相关视频再翻来覆去地观看，争取
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

临近考试，紧张不已，午夜梦回，那
考试记错时间、走错考场，全程蒙圈儿
的梦魇，总也摆脱不掉。

考试那天，骄阳高照，考生需忍受
炎热，提前一个多小时到达考场进行健
康情况系列报备、测体温等考前准备。
长长的队伍里，我是极个别的“阿姨”级
别的考生，真巴不得赶紧找个地缝钻进
去，所以整个考试过程只有我全程都捂
着口罩，考试后感觉也不好，以至于亲
友笑言，我可能是怕丢脸，被口罩捂得
脑袋缺氧了。好在考试通过后，我也因
此幸运地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之后，静下心想想，自己四十岁喜

欢写作，当年就拿到了市作协的证书；
又因为向往与文友交流，工作间隙决定
去考驾证，奈何科目二屡考不过，期间
经受住了驾校教练的言语暴力，并开始
从网上找私教进行加时练习，才明白我
所在的是指望挂靠招生的不正规驾校：
省略了现场模拟环节。明白了症结所
在，我抽空就去驾考现场观摩、训练，工
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走“绿色通道”顺利
通过了驾考。四十二岁跟着孩子的暑
假兴趣班顺带也学习了游泳；而今年则
通过了职称考试。

事实证明，人过四十也学艺，正因
为了解了自己的短板，才明白了学习的
重要性；正因为明白了时不我待的紧迫
性，才更加珍惜越来越好的学习条件。
人过四十，庆幸平凡的自己一直没有放
弃努力，人过四十也学艺，让原本就多
彩的生活具备了更多向好的可能性。

弘扬雷锋精神 开展志愿服务

翡翠
赵传昌

（组诗） 王老汉过年
黄廷付

人过四十也学习
朱睿

连载

王香菊 摄影

金牛送福 农民画 高俊玲

海上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