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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兵
颜昌栋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清秋

一、到安徽颍上县接兵
1971年末，我跟随连副指导员一起到安徽颍上

县接新兵。
我们从山西太原营地出发，先乘火车到蚌埠。当

天下午路过天津西站，两年没回天津家了，路过家门
而不入的感觉油然而生。在蚌埠换乘敞蓬汽车，还有
别的部队的接兵人员同车，敞蓬车在土路上跑得不
快，车后卷起的阵阵尘土追着汽车跑。不知是不适应
汽油味，还是晕车或是在火车上没休息好，一路上我
吐了好几次，十分难受。到阜阳军分区下车后，我好
长时间没恢复过来，连饭也不敢吃，就睡下了。第二
天乘汽车到颍上县城，住在县武装部安排的招待所
内。招待所内设置很简单。一间约十几平方米的屋
里摆两张床，一块铺板上铺一条褥子再罩上一条白褥
单，被子，枕头，没有可用于取暖的设施，一个桌子、一
把椅子。我和副指导员各一间。在那个时代，这就很
不错了。

当地百姓生活很不富裕。芋头和红皮的大豆，可
能是主要的经济作物了。我在家访中听当地人说一
个顺口溜：“芋头（红薯）粥芋头馍，离了芋头不能
活”。还有一个笑话：如果谁家的芋头能从今年秋天
一直吃到明年收下新的红薯，那他家要娶儿媳妇就不
愁了。当地存红薯的办法是，在院里挖一口浅则几米
深则十几米直上直下的地窑，地窑里温度适合红薯的
保存保鲜，很长时间不坏。当地的一种红皮的大豆也
很好。

我们的兵源是城关镇。年轻人都踊跃报名参
军。兵源名单是镇武装部提供的，之前他们已做过体
检和初步政审。我的任务是在他们提供的名单中，逐
个地政审，从中选出新兵。

这个任务可不简单。政审是最重要的一关，必须
逐个逐项地认真调查取证，凡调查取证材料必须得到
村、镇有关人士的审阅，批上意见、签上日期并盖章。
我做得轻车熟路，因在天津第四医院时，我的工作部
门是人事科，调查取证是强项。

政审合格了，还要逐个地家访，面试。在面试合
格的兵源中，提出我认为可以正式入伍的名单交给副
指导员，再由他审查后呈交负责本次接兵的团领导审
定、上报，经县、地区武装部逐级批准。

交通不便，也没有自行车可骑。我负责兵源的家
访，面试都靠步行。当地村与村之间虽较近，也不是
村村有兵源，有的兵源要走十几里路才找到他家。途
中渴了饿了都不在话下。有不少次是早晨出去，傍晚
才回到招待所，再向副指导员汇报家访、面试的情况。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家访是，当走了很长的路到
那兵源家门口时，一条大黄狗趴在院门口，见一很少
见的人到它家来就使劲狂吠。当我试图进院门时，它
突然窜上来，扑到我的身上，狗的主人及时地喝住。
但我很稳重，毫不惧怕，那家的主人直是道歉。说实
话，当时我心里真是被吓了一大跳。

我对面试是认真负责的。不但看体检纪录与真
人是否一致，特别是重要的指标不能忽视。更要看兵
源本人的体征、容貌、气质。我的观点是：兵源符合统
一标准要求不容质疑。每一个体也要身材棒、形象
好、气质佳，站得出来，拿得出去！给解放军整体形象
增光，给我们连队增色，不辜负连首长对我的信任和
重托。经一个月的努力，新兵确定下来。我们和新兵
先到阜阳军分区集合，再按连乘船沿淮河，经一天多
的水路到蚌埠集结，转乘火车。火车在途中休息时，
我及时招呼我负责带的新兵迅速地下车做洗漱、加水
等必需的事务，他们感到很温暖，副指导员看在眼里，

满意在心里。我原以为还回太原市营地，但火车越
走，车箱里温度越低，经一天一夜的行程，下车时才知
已经到了内蒙古集宁市。刚下车，那里的温度确实让
人不适应。因新兵来得较多且集中，新兵的住处成了
当地武装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我们被安排在
一个仓库里住下，仓库地面上铺一层草就完事了。当
年新兵是在那里集训的。还有一件挺高兴的事：我负
责的兵源中有一家的哥俩儿同时要求当兵，最后同时
入伍。新兵训练后，哥俩儿开始在我们连，后来，弟弟
当了司号员，哥哥调配到别的连。

二、到山西晋城县接兵
1972年末。我再次随连副指导员到山西省晋城

县接兵。所以有再次，原因可能是我和副指导员配合
默契，我工作主动任劳任怨，他放心、擎好；再者，从安
徽接的兵，分到连队后不久，有的被选到连部当勤务
兵、卫生员、司号员，有的被营、团选去当警卫员、通信
员。连领导脸上有光、很高兴。

晋城县在山西南部，是平原丘陵交叉地，较富。
最富盛名的是晋城产的无烟煤，煤块亮晶晶的，跟其
它的煤品相比，比重轻、热能大。煤烧完了，留下的灰
像刚烧过一张纸一样少而白。再一个特点是，它埋藏
较浅。最浅的，当地人在自家院里就可以开采。最突
出的地域特色是，好多人家的院墙是用无煤烟块磊成
的。平原地水稻好，丘陵地盛产红果、山楂、柿子、核
桃、黑枣等山果。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一种小柿子，当
地人说是珍品，一般不卖，都留到冬天里自己吃，冻得
硬硬的柿子放到热水里泡一下，拿出来轻轻地就能把
皮剥掉，整个柿子放到嘴里，甜甜的凉凉的软软的可
好吃了。我家访时，那家主人非得让我尝一个不行，
我推辞。他说，你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有拥军，到
我们家你就听我的吧，你当兵的要吃一个我给你剥的
珍品柿子，是我的光荣，是你爱民我拥军的具体行
动！你尝了，我保证你会终身难忘！他这么一说，我
也不好再硬辞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那
种柿子，确实难忘。如今，市场上很难见到那种小柿
子了，偶尔见到一次，也不是当年的样子了。

还赶上过一次山货集，见到各种各样的山货，挺
新鲜的。我是在那儿才分清了红果和山楂的不同。
那里的柿子很好，磨盘柿子大而甜，在山货集上卖，硬
的（可以保存几天的）2分钱一个，软的（当即可吃的）
才1分钱一个。现在最便宜的是一元一个。

这次接兵，工作内容、程序跟上次一样。不同的
是，在丘陵地走路就更辛苦一些，山路两旁是树林与
荒草，高低不平，这村看不到那店，一人行路略显孤
单。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位已婚且23岁的赤脚医生。
据村民说，他对治疗癌症有点土法，医术在当地也算
小有名气。他非常诚恳深情地向我表达想参军的愿
望。我跟他说，很赞赏你的愿望，理解你的心情。但
你也要想到入伍后，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不能保
证你入伍后还做医生。他说，我什么都不怕，一切都
有思想准备！他恳切地说，你就帮我一把吧。我把情
况如实地向副指导员汇报，他也逐级汇报。可喜的
是，他的愿望实现了！

新兵训练后，直接分到团卫生队。我连少了一位
新兵，作为补偿，团里调配一位从煤矿征招的新兵给
我们连。在团卫生队里，他受到团首长的称赞及指战
员和驻地周边百姓的好评（因当时缺医少药，卫生队
也给当地百姓看病）。我也很高兴，因为帮他实现了
愿望，虽我们连队没直接受益，也算接了一位不错的
兵，同样给连领导增了光，给部队招进一位有实践经
验的医生。

七律·登高英雄杨连第
杨光祥

硝烟未烬随军去，两战英雄铁血雄。
陇海登高凭胆魄，清川训水靠忠诚。
京城展启追星聚，故土驼来陋巷空。
辽沈陵园长卧处，忠魂永驻地天中。

七律·登高英雄杨连第
邢广域

早春二月慰英灵，秀木百年正返青。
往昔丹心增国色，至今碧血靓军旌。
虹桥神化通天路，赤胆义成克敌星。
早为追寻兴国梦，先行登上最高峰。

鹧鸪天·登高英雄杨连第
颜昌栋

勇敢顽强志愿军，可歌可泣尽功臣。
英雄魂魄垂青史，国际精神励众民。
修铁道，建殊勋。架桥铺路战硝云。
清川壮举杨连第，誉满乾坤名永存。

念奴娇·登高英雄杨连第
李进樑

潞河掀浪，育英雄，彰显人间奇节。壮志男儿怀
夙梦，报国投军意决。陇海攀登，凌空引爆，虎胆心如
铁。桥通路畅，战旗高插天末。

慷慨鏖斗豺狼。跨江输远，誓保兵车发。抢险清
川生命线，飞弹轰隆无歇。奋勇当先，临危不惧，洒尽
精忠血。故园荣耀，后昆铭记英烈。

念奴娇·慰问杨连第烈士家属
赵润庭

1952年冬，双口小学鼓号队、腰鼓队步行去北仓
村杨连第烈士家慰问。

运河流韵，颂扬那，沽北风流儿女。八号桥墩高
九丈，爆破百回险阻。心比天高，气如长剑，先辈曾伏
虎。援朝抗美，清川江水凄楚。

消息传至家乡，激情童稚，鸣号携腰鼓。廿里路
遥无所惧，慰问令尊杨府。崇敬英雄，挥拳立志，学步
人生路。天天向上，从军之念独树。

题登高英雄杨连第
穆洪信

从运河边走出，驰骋沙场，凭勇登高铮气骨；
顺铁路线奔腾，纵横南北，修桥救险亦英雄。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这祭奠故去亲人的清明
时节，想起在半个多世纪前在越战场亲手埋葬牺牲战
友那一幕，清晰如昨。

1967年9月16日，早9时许，阵地上警报响起，部
队迅速进入战备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不久敌机群飞临
阵地上空，一批又一批俯冲投弹，对我阵地实施地毯式
轰炸，我方随即开炮还击，枪炮声、炸弹声响成一片，阵
地上硝烟弥漫，空气令人窒息。突然，一颗炸弹爆炸，
侦察班长陈汉荣同志被子母弹击中颈部，鲜血喷出，经
抢救无效英勇牺牲……陈汉荣同志，是一名优秀的侦
察员，在部队入越前夕，凭着过硬的军事技术并敢于负
责的精神及时准确的情报，避免了一次误伤我机的重
大事件的发生，荣立战功。陈汉荣牺牲噩耗传来，我们
无比悲痛，当天晚上我奉命到团后勤部执行参加送葬
任务，大家等待同在一个团的陈汉荣同志的外甥的到
来后，大家上了汽车，车中棺木是烈士的遗体，路上大

家沉浸在悲痛之中，汽车在黑暗中行驰着，突然他外甥
说：“同志们别难过了，唱一首毛主席语录歌吧，我抬起
头，成千上万的先烈……”到达墓地时，墓穴早已挖好，
稍加整理后用大绳将棺系放入穴中，由团政委埋第一
锨土，指导员埋第二锨土，其外甥埋第三锨土，稍后大
家开始掩埋。最后在坟包前立下一块木牌，写明部队番
号牺牲者姓名和牺牲年月日。参加送葬全体战友脱帽
致哀，并宣誓陈汉荣同志，你安息吧，我们一定完成你没
有完成的事业，踏着你的血迹前进，为你报仇！最后依
次绕陈汉荣同志墓转了一圈，敬礼告别战友。战友流血

牺牲，而我们的心也在流血，作为战争的亲历者，那是一
段关于生命、友谊的战争回忆，我们这些人活着回来了，
而有些战友却永远长眠在那片土地上。走过激情燃烧
的岁月，昔日刀光剑影，硝烟弥漫，今日和平繁荣昌盛。
那段历史不能忘记。思绪在旧日时光中穿行，改变的是
人生，不变的是记忆。他们是天地英雄，千秋尚凛然，回
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走向未来，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
初心历久弥坚，要不断续程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
风范、光荣传统，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以革命大无畏精
神，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

百年百文 军魂永驻 “戎威杯”征文

最近几年工作比较忙，每天回家后，便想坐在电脑桌前喝口酒，同时和妻
看看视频说说话。一日我俩正看2015年版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那
是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当瞅见字幕上的这些字
时，我随口纠正道：“比原著多了两个字‘那是’，并且……”妻急忙“嘘”了一声
继而指着电脑屏幕轻声说：“别‘咬文嚼字’啦，好好看，我喜欢佟丽娅。”

待酒足饭饱收拾完毕，我坐在沙发上喝茶，忽想起刚才和妻的“显摆”
来。于是到书柜的第二层取出二十来年前购买的“大部头”《平凡的世界》，轻
轻翻开浏览：书页里用铅笔画的道道几乎每页都有，偶尔还在某个段尾做“批
注”，不认识的字上必然规规矩矩地标上读音。在最后一册的书衣上，写有5
段短则几十字长则百十来字的读后感或评语。我举起书对正看抖音的妻念
道：“书中的三条线，新型农民代表孙少安、新青年代表孙少平和党员领导干
部代表田福军，各自的经历不同，境遇不同，但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那么一
种向上的朝气和阳光的心态，以及对拼搏和奋斗的理解，确是相同的。”妻放
下平板电脑，指着书房里的3个书柜说：“咱家书这么多，你都好好看了吗？”顺
着妻手指的方向望去：大书柜挤挤挨挨摆放着，里面排满了书，我扭过头故作
深沉道：“书嘛，大部分仅需略读，只有少部分经时间检验确实是好书的书必
要精读，比如……”俩人几乎同时说出：《平凡的世界》。

顷刻间我陷入了沉思：已故陕西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从20来岁买
来直到现在，30年间细细地读过5遍，再加上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老版和
新版电视连续剧的多次观看，对其内容及主旨早已烂熟于胸。“书读百遍、其
义自见”，大家公认的如《平凡的世界》这样的“常销书”，不仅要领会创造和劳
动等这些励志的精神，还要善于学习人家那成熟和平实的语言。这些年来，
对这部书的热爱，使自己受益匪浅：能够游刃有余搞了多年文字工作，总觉应
该是和数次阅读此书有关系的。“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一
本好书能够影响人的一生，每一次阅读必定会有新收获，把想法记下来，可以
是一篇几千字的读后感，也可以是只言片语的感受。

对于一个自诩为把读书写作当作“重要”爱好的中年人，能在这样的浮躁
的社会里，在总是充满着凌乱忙碌的时代，认真地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积少
成多地以阅读方式提升素质，不啻是一种真正的幸福。

白浪向高天，谁在扬帆？英雄勇立大潮巅。九死
一生迎彼岸，沧海桑田。

伟业正兴酣，捷讯频传，百年盛世梦终圆。喜看
神州红似火，一统江山！

转业军人赞英雄

浪淘沙·题《万山红遍》图
郁松

硝烟散尽忆战友
宋建国

王庆河 摄影
三村

直到过了许久，师傅才教他做鞋技术。杨连第这才知道，原来做一双
皮鞋，从放板、手剪、斩刀、试销到量产，工序少则50多道，多则百余道。

首先是识图，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尺寸大小、规格样式数十百种，看着
就眼花缭乱。好在杨连第上过学，又聪明好学，那些鞋样子很快就记在了
脑子里。接着是下料，一张牛皮在手，打眼一看就要知道如何量材：纹缕细
密、丰满有弹性的做鞋面；纹路不整、有亮疔、虱疔的做鞋帮；细润触感、透
气、吸湿强的做鞋里；而鞋底、鞋掌、鞋垫等部位都有不同的讲究。再下来
是缝鞋帮、粘鞋底、做鞋垫，光粘合中底、面板和大底就要用好几种胶。而
师傅告诉杨连第的正品鞋标准是外观稳重、端正，缝合整齐规范，粘合平整
无虚缝，鞋面器件对称，鞋口轮廓线向内抱拢、平滑圆顺，前跷高度适宜，后
跟上下竖直、硬撑无沟坎，跟底平顺，鞋底表里连接平衡，脚踝下方有弹性，
内里无凹凸不服的钉眼儿。这些标准哪个都马虎不得，稍有不慎就会前功
尽弃成废品，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轻则挨骂，重则饿饭、挨打。

杨连第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酷暑严寒，刮风下雨，一年到头没时闲儿。
虽然结婚了，但毕竟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有一次杨连第偷跑回家，忍不住地伤
心，跟妈妈哭诉说：“我受不了了”。妈妈丁义珍看着消瘦的孩子，心疼不已，可
有嘛法呢？只好一边爱抚地擦去孩子脸上的泪痕，一边暖声和气地劝说：“孩
子，你为了我们家里面，你还得回去！你不能回家呀，全家就指着你爸爸和你来
吃饭活着呢。”杨连第望着妈妈为难的面庞，懂事地说：“我待一会儿就回去！”这
是学徒期间杨连第唯一一次向妈妈诉苦。此后，无论怎样艰辛，无论怎样为难，
他都咬牙坚持，直到期满出徒，并从掌柜的手中接过了6块沉甸甸的大洋——那
是他4年学徒汗水和心血付出的全部酬金！ （未完待续）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连 载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二章德厚流光

穆成宽的三子穆建华从小生活在
天津大城市里，“文化大革命”中，穆成
宽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也受到株连，
住了三次“牛棚”，被下放到邢台市蚕种
场当农业工人。由于远离京津亲人，他

几次给家里写信，让他们帮助想办法把他调回天津。正住“牛棚”的父亲得知后，
立即写信叮嘱他安心在邢台工作，并说：“邢台的游泳事业尚不发达，要设法为邢
台培养一批游泳人才。”穆建华听从父亲的嘱咐，专心在邢台培养游泳人才。
1972年，他又被借调到市体委担任教练。刚到体委，就接到紧急任务，要求临时
组织游泳队，为准备参加河北省游泳比赛搞突击训练。7月4日组队，16日正式比
赛，只集训8天，就在比赛中夺得4枚金牌，并取得男甲组总分第二名。人们都认
为这是奇迹，有人以为这个成绩是偶然创造的，岂知这些运动员多是穆建华在蚕
种场工作，还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时，就按照父亲教的办法，冒着可能被重新
关进“牛棚”的危险，偷偷招收“徒弟”，组织起10多名青少年参加的游泳队伍，已经
开始进行训练了。当他把比赛成绩告诉关在“牛棚”的父亲时，父亲抑制不住内心
的激动，勉励他说：“好好干，邢台大有用武之地。”1978年10月，穆成宽到省体委办
理落实政策手续后，顺便到邢台找建华询问邢台的游泳活动情况，并让建华带着他
到有水的地方转转。先看了公园游泳池和达活泉，又跑了营头水坑、百泉、狗头泉、
黑水潭等多个地方。建华怕累着父亲，劝他回去，可是老人家精神头十足，连东
汪村养鱼池、造纸厂养鱼池和胡家庄水坑也都转遍了。每到一处，观察水面大
小、深度，量一量水温，然后发表一番议
论。转完之后，他对建华说：“邢台的游泳
条件比咱们天穆村要好得多。” 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