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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连长，生了，是个女孩儿，战士刘
强跳上雪橇,兴奋的挥舞着手中的电报纸
向着哨所的方向边跑边喊。
连长国建在 K 哨所上执勤，大雪覆盖
了去往哨所的路，把电报送到哨所只能用
灵巧的雪橇。拉雪橇的阿黄好像通人气，
看着刘强的兴奋劲儿，它也加快了步伐，
很快他们来到哨所。国建接过电报顾不
上跟刘强和他的阿黄打招呼，就激动的面
朝 老 家 的 方 向 ，一 遍 一 遍 的 重 复 着“ 生
了！我当爸爸了”。
此时的北疆哨所正值隆冬，皑皑的白
雪一层裹着一层的厚实，国建和战友们登
上哨所已经好几个月了。那天他们就是迎
着扑面的的大雪花，一步一步艰难的登上
这海拔四千米 K 哨所的，起初国建还以为
这雪下一阵子明天该停了，谁知一觉醒来，
这里的雪不但没有停下来，天空还飘着跟
家乡秋天地里的棉花桃子一样大的雪花，
这大雪花乘着呼呼的北风凶猛的砸落在他
们的头上，这雪有些肆虐。
脚下厚厚的大雪足有一米多深，他的
眼前都是雪，地上是，哨所的屋顶上是，哨
所旁边的山巅上是，天空飘着的还是，总
之，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朦胧，一片晶
莹，一片洁白。
在这白雪飘飘的北疆，他觉得这里的
雪花不像燕山深处他老家的雪花一样。老
家的雪下的有板有眼的很有次序感，就像
是一首好听的音乐，有前奏，有节拍，有高
潮，然后才是铺天盖地的一场纯粹的大气
磅礴的风雪交响。
老家下雪的前奏是这样的，嗖嗖的北
风吹着不知是雨还是雪的小小的米心颗
粒，落到人脸上或脖子上凉滋滋的，让人心
有痒痒的惬意感。老家下雪的节拍就是六
角花瓣漫天奋飞的样子，六角花一直飘一
直飘，让人看不清是飘落地上了还是去了
哪里，反正地上没有存下来的雪。
雪下到高潮时让人心动，当你一觉醒
来的早晨，推开家门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
儿世界都属于这无拘无束的大雪，山上、地
上、房上还有空中都被大雪占领了，山山岭
岭就像是雪海中卷起的浪头，随时有冲出
去的动感，这时候孩子们就会有跑出柴门，
用自己的双脚探寻前面的路，深深浅浅的
脚印把村街给喧哗的不像样子，把脚冻得
发麻，把手冻得发红，把脸冻得发紫，孩子
们也不肯回家的热炕头上呆着，山里的孩
子就喜欢在大雪中奔跑，这种奔跑造就了
山里孩子的执着和勇敢，造就了山里孩子
的皮实和无畏。
这些天，国建看到哨所的大雪，就会联
想到燕山深处的老家的冬天，因为这个冬
天远在老家的媳妇英子就要生产了，他担
心如果雪天英子要生孩子，天这么冷，小
宝贝一出生会不会挨冻呀，家里的父母能
不能及时的把英子送到镇子上的医院呀，

女儿树
高山越
英子不会有事吧 ...... 好多好多的问号，好
多好多的不放心，是一个军人丈夫对远在
家乡妻子的牵挂。
真的，如果不是有任务，他肯定要陪在
英子身边，在英子生产的时候，他亲自把宝
贝从医生手中接过来，让孩子第一眼就能
看见爱他的爸爸是啥模样，然后再在英子
的额头上轻轻的吻一下，轻轻的用手擦去
英子眼角上的幸福热泪。正在连长想象着
远方，憧憬着远方的时候，他接到刘强送来
的电报，他真的激动得有些难于自抑，此时
他除了兴奋还是兴奋。
连长国建是去年元旦上山的，那时也
是他和英子定好的结婚日子，为了执行任
务，他主动推迟了婚期，驻守在北疆 K 哨
所，英子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姑娘，知道建国
身上有任务，没时间回家举行婚礼，英子就
在来年开春坐班车转火车，颠簸了三天三
夜才到国建所在的北疆，一个简朴而隆重，
一个具有军营特色的结婚典礼，是在离哨
所很远的山下营房举行的，建国清晰的记
得那天战友们把贺婚的对联贴的屋里是，
屋外是，树上是，墙上是，
“恭喜恭喜单干变
集体，恭贺恭贺两个变三个”
，横批是“优生
优育”
，这些对联中他最喜欢的是连队秀才
刘强写的这幅对联。
第二天，他去 K 哨所执行任务了，穿着
红红嫁衣的英子，远远的站在他身后目送
他，此时的英子就像一朵红红的花朵，在北
疆的哨所旁迎风盛开，她的举手投足仿佛
让人读懂了什么是人间大美，至少国建是
这样想的。
之后，英子回到了老家，他和英子就用
信传递彼此的思念。英子是个文化人，在

老家是一名小学老师。英子的信写的挺打
动人的，时常让读信的他眼睛潮湿，英子长
得俊俏，同龄人也把她当成追求的对象，可
英子个性强，有钱有势的男孩也不入她的
法眼，一心想着她的国建哥。亲戚朋友不
赞成她的选择，说是嫁给当兵的日后会受
苦的，还劝她不要把大好青春用来守空房，
这样的人生会没乐趣的。可英子就不信那
一套，一心笃定的跟国建谈恋爱，那时乡下
还没程控电话，英子写信都要跑好几里山
路才能寄出，可英子愿意。
到了冬天，国建所在的 K 哨所雪大封
山，他们的信就不会那样顺畅。为了能读
到英子的心声，国建就让山下营房里的战
友打开英子的信，让战友在电话里一句一
句的读给他听。雪天收不到国建的信，英
子不怨他，漫漫长夜，英子不孤单，也不空
虚，她的脑子里已经被国建的影子塞满，她
经常这样想：
此时，国建在北疆那个高高的
哨所上，穿着军大衣，头戴棉帽，手握钢枪，
她看不清他被冰雪冻得通红的脸，看不清
他被冰霜凝结的眉宇，但她能看清国建头
顶上的国徽和五角星。每当想象到这里
时，她就会落泪的，不是她脆弱，而是她心
疼他了，但每到想象到国建手握钢枪的带
劲儿样子，她又会为他幸福的微笑，有时她
是带着这种微笑入睡的。更多的时候她会
重复的梦见同一个情景，梦境中她又去了
哨所，她围着婚礼上他给她买的那条红围
巾，她站在国建身边让刘强给他俩照相，他
和她幸福的微笑就定格在她的大脑一隅。
有时她会笑醒，醒来时两行长长的相思泪
会打湿她的枕巾，更有时她会梦见她挥着
红围巾，他挥着手，他送她回老家，梦中她

掩饰着一汪泪水，露着笑容与他挥手告别，
一声国建哥，我爱你，常常惊醒宿舍里的几
个女老师，她们善意的笑她痴，她会扭过脸
去偷偷的用枕巾把那汪泪水抹去，然后甜
甜的和她们笑。
入冬之前，国建收到英子的信，英子
告诉他她怀孕几个月了，之前为了不让他
分心她一直没把这惊天的消息告诉他 。
得知自己要当爸爸了，国建情不自禁的
笑，哨所上的战友们没事也和他开玩笑
说：
“ 连长，嫂子就来部队三天，婚礼完了
人家就回学校上课去了，你怎么那样准，
你一下子就当爸爸了，把经验也传授给我
们呗”，每当这时连长国建就会美美的吹
牛说：能不准吗，我是谁呀，我是哨所上百
发百中的神枪手！战友们听了连长狡黠
的回答一起大笑，这笑声温暖着战友和大
山哨所，这笑声给哨所里单调的生活增添
了温馨和温暖的色调。
自从收到英子怀孕的信后，国建心里
就像灌了蜜，甜的有些心醉。今天他终于
当上爸爸了，他激动得把电报轻轻的揣进
怀里，就像把女儿紧紧的抱在怀里一样，恐
怕冻着嫩嫩的女儿，唯恐飞雪和寒风侵扰
到他的宝贝似的。
做完这些他不知不觉的走到哨所前那
棵小白桦旁，用手中的那把钢刀在树上深
深的刻下女儿两个字。从此，他每天都在
女儿两个字的下方浅浅的刻上一道印，代
表着女儿又长大天，每天上岗前他都要把
英子给他织的围巾围在小白桦树上，怕小
白桦在冰天雪地中冻坏。做完这些之后他
还要正式紧紧的抱一抱小白桦。国建每
天都会重复这样动作，就象每天例行的仪
式。后来战友们也习惯了这样仪式，不管
连长在不在大家每天也都抱抱这棵小白
桦，也在这棵树上浅浅的划上道，他们知
道连长已经把小白桦当成了女儿，连长想
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女儿的爱，想用这种方
式陪伴他未曾谋面的女儿。再后来战友
们就管这棵小白桦叫“女儿树"，连长给女
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小白桦树。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二章 德厚流光
此时，他知道自己已经难以治愈，执意
出院。并且喊道：
“ 你们不马上把我搭回
去，我就不吃药！”医生们确诊他已无法医
治, 儿女们商量得赶快把他送回家。他听
见了, 说：
“ 不行！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游
泳馆 ! 我要死在游泳池边上，决不栽在家
里床上！”子女们为了满足他最后的愿望，
只好把他送回游泳馆。他生命的最后几
天，就是在游泳池边上度过的。
临终前，他把子女们叫到身边，叮嘱他
们要艰苦奋斗，
工作认真。他说：
“尤其不要
忘了培养孩子。要花大力气在儿童中普及
游泳，
基础打好了，
选才的面才会宽，
我国的
游泳水平自然就上 去了。
”
穆成宽病重时，
范萍和邢台的陈锡志等人

许建萍
春天的夕阳穿过客厅的西窗，在地板上满满铺展开来，缓缓地
静静移动，婆婆把厨房的锅盆洗刷干净后，有序摆放在阳光下晾晒，
这个景象给我莫名的感动。上一辈的老人一生都是这样跟太阳亲
近，晒被子，晒各种家什，晒自己的身体。夕阳从地板上渐渐爬到屋
抢时，婆婆说，可以了，晒晒，消毒了。她弯腰拾起锅盆时的那一刻，
就在那一刻的时间形成一个磁场，我的奶奶，婶娘们都出现在夕阳
里，她们也曾在很多个不同的景况中做过同样的动作。此时此刻稍
纵即逝，我心中的永恒瞬间却一个一个呈现。
阴历的三月，阳光暖得人忘乎所以了，壮年的叔叔们似都在跃
跃欲试要做大事情，我不喜欢他们在阳光下的紧锁眉头。让我醉心
的是奶奶。坐子在一个她自己编的厚实墩状的秫秸垫上，一会儿拽
拽衣角，一会儿拢拢头发，双腿盘得像是粘在垫子上，从远处看奶
奶，仿佛就是土屋前大大院子里的一个存在，对任何人都没有干预，
像极了院子里的枣树，人们不需要去留意她。在我的童年，只有自
我的认知里，奶奶这样的样子就是该如此的，因为，奶奶只跟我一个
人有关系，奶奶说过，她最喜欢我，她除了我，还会去关心别的吗？
我凑近奶奶，奶奶眯起眼睛，看着远处刚刚发芽的树们，顺势地看了
看我说：
“又过一年了。
”
婶子的头发有些蓬乱，从院子里抱了一次柴禾后，不大工夫，杂
面汤熟了，芝麻油的弥香在院子里游走。奶奶又一次的拽拽衣角，
拢拢头发，看着走向自己的婶子，伸出胳膊，让含笑的婶子扶起来，
奶奶径直走到里屋的炕上，还是盘腿，吃下一碗杂面汤，拿着针线，
就又坐到了院子里秫秸垫上晒太阳。
奶奶去世那年 84 岁。一个春天艳阳的下午，堂哥的电报惊了
我的心。第二天中午赶到老家时，奶奶安详地躺在灵板上。堂妹拉
着我，坐到了院子里的秫秸垫子上，那一天的阳光温暖却不烈。堂
妹说，奶奶昨天上午，吃了一小碗大米稀饭，面色红润，我们都很欢
喜，而奶奶却说，我要走了，今天是十五，我要去敲磬了。我走到了
奶奶的屋子，月份牌还是昨天的日子，
阴历三月十五。
奶奶是老喜丧，请了乐队，仿佛没有一丝的悲伤。从来我都没
有想过，奶奶的孙子孙女这么多。奶奶纸糊的轿子抬起来了，孙子
孙女们上前把一个白纸条贴在轿子的外壁上，谁的纸条被轿子吸住
了，奶奶就最疼谁。我很失望，我的纸条连沾都没沾到轿子上就被
风吹走了。结果，只有一个叫老驮的堂弟，他的纸条沾到了轿子壁
上。那一天老驮很风光，他是奶奶最疼爱的孙辈。奶奶下葬后，老
驮跟我说：姐，我是用唾沫把纸条沾在轿子上的。奶娘去世那年，我
20 岁，已经懂得了每一个奶奶的孙子、孙女都曾经以为是奶奶最喜
欢的孩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心中的自豪和归属，我们确实是奶奶
最喜爱的孩子。
我的思绪飞驰中，婆婆说，明天中午晒晒被子吧。我的注意力
回到当下的时刻。屋墙上的太阳光跟墙的白色妥协了，不再锃亮
了。婆婆说：
“又过一天了。
”

出门全靠两条腿的年代
索发祥

野草
刘萍
它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一粒货真价实的
粮食
这么多年来
它如青草般隐居北运河边
它已经习惯了与茫茫的众草为伍
它曾是被征运的三百万石漕粮中金黄
的一粒它逃过了兵燹
逃过了战火
它从北仓廒启程但没能登上尹儿湾的
那条小驳船
它掉落入北运河边 守着这安宁的
人间
身边的野草一寸一寸漫过它
让它成为真正的草民
重新和土地相亲相爱
它从不向水中的游鱼打探消息
从不提及豪气干云
喂养天下苍生的抱负
也不向任何人提及八百里水路的
甘苦
它没于荒草中的身影沉默而谦卑
渴了就静静地汲一口河水 只有风吹
过时
它才会抬起头看看头顶蔚蓝的天空

阳光下

春光美

摄影 张成林

那年植树在田野
高学香
很想念二十年前带着学生去田野里植
树的时光。
二十年前，我三十多岁，风华正茂；我
的学生们是一群朴实可爱的初中生。那一
年，恰逢我所在的学校与一个部队的汽车
团搞军民共建活动，部队首长跟我们学校
领导一起筹划了一个活动，就是部队的战
士和我们的学生一起在植树节去田野中种
树苗！
记得是一个下午，我们学校那个时间
统一出动去种树。汽车大队的战士开着
军卡车把准备好的树苗和种树工具运到
指定地点，我们班主任就带着学生去挖树
坑，种树。
那是一次郊野拉练，我们每个班排好

队，一字长蛇式排开，然后由老师带着徒步
十几里地，去火车道附近的田野中大河边
种树。
那时候的学生可真皮实，那么远的路，
没人怕远，没人怕累，同学们很遵守纪律，
一路上一切行动听指挥，高高兴兴排队走
在大路边。
阳光很暖，大地回春，还有一点春寒料
峭，但是走在一望无垠的大地上，人的心可
敞亮了。
一路上有说有笑地，很快就到达了目
的地，部队的战士们已经把树苗放好，我们
到达以后就四人一组去挖树坑。卖力地把
树坑挖好，把小树苗种进去，然后培土固
根，再然后去河边提水，再然后给树苗浇足

不约而同去保定看他，
他的眼睛已经无法再睁
开。范萍连声喊着：
“穆老！穆老！您睁开眼
看看我们是谁？
”
穆成宽眼睛没睁开，
顺口就说
出：
“你不是老范吗 !”
当大家嘱咐他要按时服
药保重身体时．他鼓足气力说：
“你们回去好
好搞训练，
不要再来看我。
”
然后再别无二言。
直到他临终时还念叨着弟子们的名字。
穆成宽出院一周后，
于1987年12月29
日，在保定市的河北省游泳馆于睡梦中归
真，
享年 79 岁。河北省委根据穆成宽一贯
的突出表现和遗愿，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
员，
并在他的遗体上盖上了庄严的党旗。他
的子女替他交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
完成了老人参加党组织的最终夙愿。
一颗中华民族的游泳巨星殒落在游泳
池边。他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
为游泳而
生，
为游泳而死，
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以无悔的一生谱写了光彩的诗篇。
他逝世后，
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纷纷向
穆成宽同志的亲属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国
家体委、全国体总、中国游泳协会高度评价
穆成宽对中国游泳事业的卓越贡献。国家
体委主任李梦华及《体育报》分别发了唁电，
赞扬穆成宽“长期效力于游泳事业，多年辛

勤努力，为我国游泳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
”
要求体育界的同志
“学习穆成宽忠诚不
渝的事业精神，
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
。
《体育
报》在唁电中说：
“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坚
持不懈的工作精神，将激励人们奋发进取，
在体育运动中成就新的业绩。
”穆成宽的弟
子、学生们虽然早已知道穆成宽的病情，但
是闻讯后仍然无法抑制痛苦的心情，
一个个
心如刀绞，泪流不止，纷纷前往祭奠或写信
表达对穆成宽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1987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10 时，保定市
各界及游泳业校学数百人，
在保定游泳馆大
厅向穆成宽的遗体告别。王兆增、
冯晓东教
练和学生们一起抬着穆先生遗体进入灵
堂。穆成宽身上覆盖党旗，
安详地躺在鲜花
翠柏之中。此时，他已经感知到，自己的人
生目标实现了。
下午，
由省体工大队和游泳馆负责人陪
同穆祥英等兄妹 8 人护送穆成宽的遗体回
津，于夜里 1 点多到达天穆村。12 月 31 日
中午1时半，由天津市北郊区天穆村清真寺
按照回族习俗为穆成宽举行安葬仪式，
将他
安葬在天津市第一回民公墓。
1988年1月8日下午3时，
河北省在石家

水。学生们还小，这些力气活儿干得他们
热汗淋淋，但是他们没有人计较累！学生
们彼此合作，互帮互助，
干得兴高采烈！
偶尔有火车从附近的火车铁轨上呼啸
而过，学生们会抬头凝望远方，彼此开着玩
笑，眼神里有一种对远方的渴望。
这些朴实无华的农村孩子呀，多想去
远方看看外面的世界！
脚下是坚实的大地，眼里是绿油油的
返青麦苗，手里握着干活的铁锨，心里是对
未来简单而模糊的期盼。
那是多么单纯的年代呀，多么简单的
灵魂，以及一群可爱质朴的孩子。
那时我的孩子才两三岁，好像那天没
有人带他，我就带着孩子和学生一起去种
树。我要经常背着儿子，学生们也过来抢
着背他，我们友好而和谐，因为心里拥有着
爱的情怀 。
很怀恋那段我三十几、学生十几岁的
时光，我爱学生们，
学生们也爱我！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种下的那些小树
苗应该已经茁壮成林了吧！
我的那些可爱的学生已经长大成人！

庄省体工大队隆重举行穆成宽追悼会，
全国
各地数百人赶来。穆成宽的遗像摆放在鲜
花、
翠柏之中，
会场四周摆放着各个单位、
各
级领导、
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全国政协、
民
革中央委员会、
中央统战部、
国家体委、
中华
全国体育总会、中国游泳协会，中共河北省
委、
河北 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
北省政协和天津市北郊区天 穆村党总支等
204 个单位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统战
部部长 阎明复，
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
副主任
何振梁、
袁伟民、
徐寅生、张彩珍，
河北省委书
记邢崇智，
河北省省长解峰，
省委副书记李文
珊、
吕传赞，
省政协主席尹哲，
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刘英，
副省长王祖武，
以及穆成宽同志
的亲属、生前友好等 280 余人敬献了花圈。
河北省有关领导，
国家体委代表，
部分省市代
表，
河北省体委及各地市代表以及穆成宽同
志的亲属、
生前友好和群众代表共600 余人
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省
政协副主席徐纯性主持，
河北省副省长、
穆成
宽同志治丧委员会主任王祖武致悼词。

连载

常常想起我小时候，在老家农村，不论是上学还是走亲访友、赶
集上庙，
全靠两条腿步行，
多年来人们习以为常，
没觉得有什么不便。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那时叫完小，要到离我们村四里远的大宫
殿村去上，我天天早上带块干粮去赶路。那时农村的道路全是土
道，刮风扬沙，
下雨泥泞，即使如此困难也没迟到一次。
我老家是河北省饶阳县大尹村，地处饶阳、肃宁、献县三个县的
交汇处，距离饶阳县城 25 里，步行须要四个小时，我姥姥家是肃宁
县冯庄，离我们村 20 里，妈妈经常带我去姥姥家，都是靠两条腿走
去的，好在，
去姥姥家中间经过两个小村，
可以歇歇脚，喝些水。
我奶奶家是献县小张庄，离我们村 18 里左右，我去过，那里有
好吃的梨和桃。
我嫂子离我家近，只有 8 里地，妈妈也带我去过两次，都是靠两
条腿走去的。
我们村是乡政府所在地，每逢农历每月的四、九（即初四十四
廿四，初九十九廿九）都有一个大集市，几条街上有百货市场、牲
口市场、家具市场、集市商品应有尽有，来赶集的熙熙攘攘，都能
满载而归。所以再远再累也心甘情愿。当然他们来回都要靠两
条腿。
以上说的出门全靠两条腿，那是七十多年前的情况。两年前我
回老家住了几天，所见所闻，使人万分欣喜，如今村里修起洋灰路，
街道上跑着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更使我难以置信的是，有几家院
里竟然停放漂亮的小轿车。胞弟告诉我，要去县城街中就有站，几
分钟一趟车；如果想去附近几个村庄走亲访友，也有串村游览的公
共汽车，几块钱就解决问题。现在出门，再不全靠两条腿了。
变了，变了，
全变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改革开放，换了人间。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二、读书一年
由于家境贫寒，
作为长子的杨连第从六七岁起就帮助父亲经营
十八亩河滩地，
有时也帮父亲卖小鱼儿。随着社会的安定，
1930 年
那年收拾完了秋庄稼后，11 岁的杨连第才第一次背上书包到校读
书。杨连第读书的学校叫天津县公立第六小学，
位于北仓中街（康熙
年间称老爷胡同），
西靠北运河，
建于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
建校
人孙洪伊（孙辅臣后人，
后任中华民国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和孙中山
广东军政府内政总长），
始称北仓蒙养小学堂，
1911年改称天津县民
立第十两等小学堂。杨连第上学时的校长叫孙子贞，
其子孙宝珊是
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河南南阳地区），
孙宝珊聘请了坐落
在天津的河北第一师范毕业生、
中共党员刘石生为教员，
负责全校教
学和行政工作。杨连第很喜欢读书，
在学校学了公民、
国语、
自然等
课程，
不仅识了字，
还知道了不少知识。特别爱听刘老师讲历史，
讲
什么是剥削，
封建军阀如何统治人民，
帝国主义如何欺侮中国人等，
因为这些都和他的少年经历紧密相连。
1931 年春，
华北水利委员会布告
“加宽北运河”
，
占地赔偿费为
1 平方弓 1 角钱，
结果因得不偿失引起众怒。刘石生组织起 130 多
个农民参加的“护田委员会”，得到附近各村 3000 多人的支持，还
带 60 多人的纠察队日夜巡守，
直到两月后当局修改成命，
增加补偿
款。杨连第目睹了这一场斗争，
知道了什么是人民的力量。
最让杨连第印象深刻的还是校长关于小学校训“礼义廉耻”
的讲解。那年开学升旗礼，向国父孙中山像行礼后，孙子贞面对
全校师生侃侃而谈：
“礼”，即诗书礼仪，包括礼貌、礼节，做人的起
码要求就是明礼、行礼；
“义”，
“正也”，表现为正直、浩然、勇为，所
谓侠义肝胆、义薄云天正是对现实功利的超越，是高尚的大气公
德；廉，即廉洁、廉直或不苟取，是正直无私之人应有的公德气度；
耻，义之本源，知羞知辱才能公平、公正，是为人反躬自省、自知自
尊的德性。
（未完待续）
连 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