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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刘维如烈士

我的老师是党员

高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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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花向太阳，小朋友们热爱共产党，共产党像
太阳，照耀我们成长，我们像小红花遍地开放，我们像
小红花遍地开放……”犹记得我入学的第一节音乐课，
我的老师深情地教我们学唱了这首歌，从此，这支赞美
中国共产党的歌谣便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了
我最喜欢的歌曲。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大学毕业，踏上了教书育人的
道路。在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望着教室里
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像朵朵小红花一样绽放成长，
我不禁想起了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呕心沥血教育我
成长的那些党员老师们。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所在的乡村学校特别的简
陋，四面透风的墙壁，残缺不全的门窗。尤其是随着冬
天的到来，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小孩子在教室里冻的瑟
瑟发抖。看到这些情况，学校的优秀党员、我的班主任
老师从家里带来了化肥袋子，利用星期天休息的时间，
一个人踩着梯子，不但把教室里扎上了顶棚，还在窗户
上用高粱杆固定了塑料布。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他
又把家里的煤球炉子搬到了学校为我们取暖。
由于工作条件的艰苦，长此以往，老师患上了严重
的风湿疾病，但他全然不放在心上，始终兢兢业业地坚

百年百文 军魂永驻

守岗位，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影响着我们。夏季雨水多，校园里很多低洼处积满了
雨水，那段时间，老师都是早早地守在校门口，背着我
们小心翼翼地走进教室。看老师太辛苦了，我们就劝
他休息几天。老师却摇摇头，微笑着说自己是一名党
员，有责任有义务呵护着我们这些稚嫩的花朵，一点点
成长，一步步走出偏僻的小村庄。
中学时代，我来到了离家十多公里的镇中学就
读。因为我的普通话说得标准，在一次文艺汇演中，被
学校选为节目主持人。我心里又高兴又不安，正当我
为能不能胜任这项任务而举棋不定的时候，胸前戴着
党徽的李老师来到了我面前，鼓励我放下包袱，大胆地
应对挑战。在演出前夕，李老师连续几个晚上把自己
的孩子独自关在家里，指导我练习主持技巧，传授舞台
经验。演出那天，我穿上新衣服，精神焕发地站在舞台
上，台词连珠炮一般从我嘴里撒欢儿地蹦出来，心里美
的像开了花似的。
多少年过去了，在老师们的耳染目濡下，我这朵昔
日的小红花在追梦的道路上，始终不忘初心，永远向着
太阳跟党走，在自己所钟爱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无
私地奉献，为党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戎威杯”
征文

老 兵
林逢水

篆刻 张学仲

春 风 （外一首）
孟宪冬
去年的口罩，还没有摘掉
今来的春风
不闻消毒水的味道
吹着脸，吹着心，吹着眉
槐叶有情，该绿则绿
桃花守约，花开几秒
馥郁的春风
徜徉在热闹的街道
小雅的春风
熏香安静的学校

沙尘暴
不该怨你
显然怪风，掀起一把又一把
蒙古高原的细土
天地苍茫，碾过村庄
草原鼠在咀嚼
一棵小草被吃掉了
另一棵死在沙坑
沙尘暴来啦，金戈铁马围城
千里黄云，也算是
远道而来的
骑兵
手握桃花
让春天可劲儿地红

铮铮

看到四十年前战友的照片
想起当年的老兵
记忆中难忘的老兵
时代的召唤 我走进军营
老兵列队两侧
面带微笑拍手将新兵欢迎
天涯海角聚一起
南腔北调说话难听懂
见面只需行军礼
笑容里就像融入大家庭
干练的老兵
领我跨入人民军队的行列中
军姿从零做起
老兵教我稍息 立正
老兵做示范
站如松 坐如钟 行如风
老兵是标杆
着装威武雄姿 内务方方正正
科目训练
老兵带我摸爬滚打练得铁骨

实弹打把
老兵手把手传授瞄靶缺口对
准星
苦练拼刺
突刺一声“杀”震得天摇地动
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
战士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
可爱的老兵
军营里你就是我最亲近的长兄
兄弟间手牵手
哥哥搀扶弟弟千般柔情
野营拉练千里远
全副武装老兵拽我前行
睡觉给新兵盖被子
老兵夜间持枪连岗一站到天明
新兵感冒发烧病卧床
老兵手端病号饭传递一片战
友情
缝军衣做军被老兵是行家
“针线包”继承了部队的好传统
新兵想家偷偷流下的思乡泪
老兵察言观色注意一举一动

促膝谈心“一帮一”
光荣榜上老兵新兵“一对红”
勇敢的老兵
战备观念一刻没放松
敌人磨刀霍霍对中华
老兵誓言备战备荒深挖洞
南征北战数千里
大青山 黑山口里扎军营
国防施工不怕苦
打机库修工事样样打冲锋
排险顶着烟雾进
险石狰狞难逃老兵火眼金睛
关键时刻冲在前
巨石滚来用身体护新兵
把危险留给自己
老兵的形象高大威猛 果敢
英勇
伟大的老兵
你敢于在战争危机时期刻挺
身应征
你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
祖国
你用行动荣立没有奖章的战功
你是祖国万里边疆的卫士
你有战士敢打必胜的血性
你用鲜血和汗水浇筑了强大
的国防
你的战斗精神万代留名
熔炉里练就的都是好钢铁
人民军队世世代代会把老兵
的作风永远传承！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微小说
丌丌丌
丌丌丌
抓贼

农华
贼……抓贼……
他刚迈出医院的大门，便听见有人高声的呼喊。
顿声寻去，霎那间一道身影从他眼前一闪而过。
他两眼一亮，毫不犹豫拔腿便追出去，没费多大功夫，
他便追上，并把小青年制服。
被制服的小青年吊儿郎当样子，显得不惊不慌。
你这人真逗，没见我们是闹着玩吗？
你还敢狡辩，站好啦。他严肃道。
呵呵，就算我们不是闹着玩，你又凭什么抓我？
见他较真，小青年斜着眼，
一脸怒气，
不服地哼道。
看看这是什么？给我放老实点！站好。他从口
袋里掏出证件，亮到小青年眼前的同时命令道，阳光
下证件上的警徽闪闪发光。
警……警官证。惊讶不已的小青年还是难以置
信，此时站姿收敛许多。
警……警官，警官，我们真是闹着玩的。一个气
喘吁吁的女青年小跑过来，红着脸。
刚才喊抓贼的人，就是你吧？
是……是我！我们知道错了。女青年低着头。
你，你们！警官好似没喘过气来，两眼瞪着他们，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血……血……围观的人群中有人惊叫，引起无数
双眼睛寻找着蛛丝马迹。
脚，你的脚，流血。发现血迹的是一位围观的大
姐，微微抖动的手指着警官的右脚。
人们顺着大姐手指看过去，警官右脚露在外面的
白色袜子上被鲜血染红。
一位大叔急忙上前帮忙，当大叔提起他的裤腿
时，愣住了。
众人惊叹。啊！这！这个……
人们没有看出警官痛苦的表情，这时他只是笑了
笑，摆摆手，反而一副不好意思的模样。没事，没事，
小伤而已。
众人难以置信，刚才跑得飞快的警官，右小腿怎
么会是截肢。

刘维如，
1919 年出生在北辰区下殷庄村一个农民家庭。他排行老三，
上面还
有两个哥哥。当刘维如渐渐长成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时，
母亲开始劝他跟着做
小买卖的哥哥学习做生意，
但他就是不肯，
让他给人家当长工，
他也不乐意。
1946 年 1 月，民主天津县成立六区，辖南王平地区，区政府就驻在下殷庄
村，27 岁的刘维如参加革命。
1946 年 2 月，刘维如任六区政府通讯员，遂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 4 月
任六区武装委员会干事。
刘维如的父母虽然都是穷苦的农民，不清楚他每天忙碌的事情，但是他们
相信自己儿子走的是一条光明大路，所以非常支持他的工作。刘维如在工作中
经常遇到经费困难的窘境，他就回到家里，找家里人帮忙。当时他的哥哥在市
里做小买卖，手里有一些活钱，
没少帮助他。
刘维如当时的工作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广泛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我党、我
军的政策主张，揭露美蒋阴谋，提高群众觉悟。他们放手发动群众，摧毁乡、保
反动政权，争取进步力量，建立民主政府，组织群众团体，发展党的组织。他们
还大力发展区游击队，组织民兵，和敢于来犯之敌展开斗争。当南王平、喜逢
台、下殷庄、高庄子等 40 余村庄建立起民主政权后，刘维如又被组织分配开展
新的工作，那就是和王树谦、孙士奎、徐五营、王俊峰、石英等同志，一起负责以
小韩庄、瓦房、小吴庄、盖模、杨宽庄、聂庄子为后方，向本区的西北部汉沟、下朱
庄、杨村一带发展，建立民主政权。这些工作，为华北和东北两大解放区之间的
通行无阻提供有力保障，为后来解放天津的战役作出了贡献。
史料上曾有这样一段有关刘维如的记载：
1946 年我区组建区游击队，队长王永昌，政委由区委书记石国珍兼任。游
击队先后摧毁了 30 余村的乡保政权，建立了民主政权，争取和控制了十多个伪
乡长，只有国民党武清县驻梅厂保安中队长张培卿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张培
卿拒绝与解放军合作，破坏共产党开展减租减息，胁迫百姓疏远民主政府。他
的破坏能量不可小视。
六区多次派人劝诫张培卿，但他顽固不化，直到受到游击队两次迎头痛击
后，黔驴技穷的张培卿才不得不到董连庄小学求见石政委、王队长，表示要‘身
在曹营心在汉’
地戴罪伏教。
一次，张培卿忽然回请游击队政委和队长“赐教”。区委权衡利弊，决定由
石国珍带寇继武、刘维如等五人赴会，其他人作接应准备。直到晚上十二点，石
国珍、刘维如等五人才安全返回下殷庄。梅厂伪中队长张培卿部经过教育争
取，在一段时间里基本为我控制，先后送我枪支 60 余条，补充、壮大了人民力
量，对当时全面开辟津北地区起了一定作用。
刘维如同志牺牲是在 1947 年。那是 11 月的一天，
时任民主武清县六区武委
会干事刘维如，和同志们正在开会，不料遭梅厂国民党武清县张培卿中队伏击。
刘维如赶紧掩护其他同志撤退，
自己却没有来得及脱险，
只好躲藏在附近的柴火
垛里。不幸的是，敌人还是发现了刘维如，并把柴火垛包围，企图威胁刘维如缴
枪。刘维如临危不惧，
举枪怒视敌人，
被敌人残忍地乱枪杀害，
年仅 28岁。
刘维如和组织失联后，大家万分焦急。由于刘维如负责保管区党员名单、
干部名单，还有没公布身份的地下党员和干部名单等我党的重要资料，万一落
入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找到刘维如就成了一件大事。据刘维如家人
说，已任职他处的原区委书记石国珍知悉后，心疼不已，坚决地要求代理书记宋
冀民加大寻找力度，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虽然寻找刘维如大费周折，但最终还是找到了烈士的遗体，并且妥善安
葬。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在刘维如家大门口，钉上了一块牌子——
“光荣烈
属”
，
向世人无声地诉说着一位英雄的往事。
1958 年冬天，刘维如烈士的母亲病重。时任下殷庄村党支部书记周广礼
去看望，当他看见老人炕上单薄的被子时，不禁感慨万千。他语重心长地问随
行的村干部：
“咱们就这样对待烈士的母亲？”随后，村里给老人送来一床棉被。
老人去世后，村里买了一口棺材，
安葬了烈士的母亲。
刘维如烈士也安葬在下殷庄村的刘家祖坟。村党支部提议，为了纪念先
烈，选择津围公路边上的一处地方，为烈士立了一座衣冠冢。后来几经周折，迁
墓碑至天津市烈士陵园。
今天，
刘维如烈士的骨灰，
与革命英烈相伴，
静静地安息在天津市烈士陵园。
正是这些英勇的先烈们，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当新中国已
经走过 70 年岁月，当中国共产党迎来 100 岁生日，让我们回望历史，感念曾经为
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英烈们。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为党和国家鞠
躬尽瘁，
为人民的幸福奋斗终生，
才是对烈士英灵的最好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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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春风里等着大姨
徐玉向
我始终觉得大姨并没有离开。
大姨走时，冬天即将过去。她刚走的几天里，母亲
总是说她还在。母亲一睡觉就梦见她在身边说话，就
连平日里母亲切菜拖地，转身之际亦恍惚看见一位熟
悉的身影。而我，一放下手中的事情，耳边不由响起她
的声音。
儿时，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能见到大姨。印象中她
是位好强的女性，家中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的
物件也摆放得井井有条，墙角边和窗前的月季、凤仙竞
相开放，与一般农村家庭大不相同。大姨夫常年在铁
路上跟车，一个月难得有几天回来，家中的几亩地和四
个孩子都是她一手照料。几个姨姐姨哥在外走动时衣
服总是非常整洁。午秋两季在舅舅的帮衬下，几亩庄
稼上交完公粮后还有很多节余。
每次去看外祖母，留宿时我总会到一路之隔的
大姨家。舅舅姓张，大姨夫姓徐，
“ 姓徐的总要住在
姓徐的家嘛！”常常晚饭后，我用袖子抹抹嘴，摸摸肚
皮发了点感慨。舅妈听了收拾碗筷去了厨房，舅舅

坐在凳子上直骂我“小龟孙”，外祖母把拐杖使劲往
地上磕了两下，我独自屁颠屁颠跟在大姨身后闪入
夜幕中。第天日清晨，早餐一定少不了荷包蛋或者
油条。
记事起，大姨就留着短发，这可能是她作为知识青
年的唯一标识了吧。一次，东北的三舅托人从国外给
外祖母搞了两盒进口药，舅舅要我看看说明书，那时我
正读初中，勉强识得上面几个单词，却联不上意思，这
么专业的医学术语，且是英文的，我脑袋一下子大了。
大姨拿过去，凑在眼前一行一行地轻声念出来后，逐句
把意思讲给我们听，药效药理非常通顺，每日用量和注
意事项也译得非常妥帖。当时，她已快六十岁的人了，
丢掉书本至少也有四十年了吧。
受大姨的影响，母亲也读完初中。母亲常说，家中
最有学问的其实是大姨，她是正宗的老三届毕业，要不
是结婚早，至少也是个吃公粮的人。
转眼间，大姨离开已两个多月。清明将至，我只能
在春风中默默等待。

这边杨家不断添丁进口，那边阎家却连遭变故：杨玉璞的未来儿媳阎福
珍 3 岁丧母，不久父亲也带着对小女的不舍撒手人寰。杨玉璞看在眼里、疼在
心上，在送走了过命兄弟之后，他把小福珍搂在怀里说：
“孩子，别怕！往后我
就是你的爸爸！”就这样，虽然生活愈加艰难，杨玉璞还是毅然将小福珍接到
家中，
只为当年的一句承诺，
义无反顾地担负起照顾遗孤的重责。
1933 年，杨连第 14 岁，杨玉璞按农村老例儿为他圆房，15 岁的阎福珍从
姊妹变成了妻子。这样，杨玉璞一家就达到了 10 口。10 口之家，每天天一
亮，
柴米油盐、吃喝拉撒，
填饱肚子、穿暖身子就成了杨家头等大事。
四、皮鞋铺学徒
有了媳妇，
杨家的生活压力愈加沉重。
有一天，杨玉璞卖小鱼儿收摊儿路上，遇到了邻居屈成勋。杨玉璞知道
成勋在天津卫一家皮鞋铺当师傅，便鼓足了勇气托其说合并担保，让杨连第
去学徒。结果就成了，说好的 3 年零两个节（端午、中秋）出师、半年谢师，管吃
管住，没有工钱，只在春节放几天假。杨玉璞虽然失去了帮衬，但好歹减轻了
1 口人的负担，
而且对于杨连第出师后的美好未来也充满了希冀。
到了鞋铺，杨连第结识了同样学徒的屈成勋长子屈宝山。两个年岁相当
的孩子成了好朋友。那时候，
师傅一天能做 3 只皮鞋，
屈宝山能做 1 只皮鞋。
旧社会学徒的日子绝非一个“苦”字了得，即使是亲朋故旧，也没有照顾
一说。为了能学到真正的“手艺”，杨连第天不亮就得起床，先给掌柜的倒尿
盆，再收拾店铺准备开工，一天到晚做些杂七杂八的体力活，还要负责一大家
人的洗涮杂务。虽然有师兄屈宝山帮衬，还是累得吃不
住劲儿。
（未完待续）
连 载

第十二章 德厚流光

穆成宽传

穆成宽的弟子、学生从海南、上海、
杭州、河北等地纷纷赶来祭奠恩师，
天津
市、河北省体育届人士和穆成宽生前好
胡曰钢 胡曰琪
友 200 多人参加了揭幕活动。天津体校
校长梁益政代表游泳界全体在穆成宽墓
前发言。1988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
（海外版）刊发消息：穆成宽墓碑在津建
成。新华社天津电：为我国游泳事业作出贡献的老前辈穆成宽先生的墓碑，最
近在天津市北郊区回民公墓落成。以碑文铭刻着穆成宽一生的业绩……为新
中国游泳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穆成宽，一生献身于游泳事业，为了培养奥运冠
军，像春蚕丝尽方归去。河北泳界人们始终铭记着这位倔强、执着，为游泳事业
倾注全部心血的老人。他那慈祥、庄重的目光，亲切、发自肺腑的叮嘱，始终在
人们眼前、耳边萦绕；他那刚强坚忍、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去追求；
他的余霞光辉仍照耀着一代代有志游泳事业的同仁奋进不止。
品第高卓传家风
穆成宽善于结交各路朋友，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是中
央或地方领导，所以他能够协调争取到游泳事业的建设资金、人才、物品等。为
了游泳事业，哪一级的领导他都敢见，多么难求的事他都敢张口。一句话，出于
工作，出以公心，所以无论什么难题，到了他的手里都迎刃而解。在所有人眼
中，他的能量极大，但是当天津市政协
秘书长周茹要给他解决住房问题时，却
被他婉言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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