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季晓涓 ·副刊24

心 愿
黄志伟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二章德厚流光

穆成宽去世后，子女们清理他的遗
产，只有一个黄木箱子、一件西服和几件
旧衣服。他们知道，父亲在担任河北省体
委副主任期间，每月工资除了寄给家里一
些以外，其余也不存银行，全都放在游泳

馆的会计那替他保存。可是他们到会计那一看，只有 10 元钱。祥英奇怪地说：“按
说他是河北省体委副主任、游泳总教练，工资也不算低啊！”会计拿出厚厚的一沓纸条
说：“穆老让我每月只给你母亲寄去规定的钱数，多一分钱也不让寄，剩下的钱就存在
我这。哪个队员、教练、工勤人员有困难，急用钱，只要找他，他就给开个条子，让他们
到我这领。穆老的工资大部分都捐助周围的同事和家境困难的运动员了。这不，他存
在我这的工资除了这些经他签字捐助的条子外，只剩下这 10 元钱了。”

第十三章 英名慰世

钟灵毓秀遍地红
对于老师、教练来说，所渴望、所骄傲、所欣慰的，就是能够培养出众多的杰出

人才来继承和发展他的事业。穆成宽正是以他那超人的智慧、卓越才能和独有的
人格魅力吸引成千上万的游泳爱好者汇聚在他周围，培养出数千名游泳运动员和
数百名游泳、跳水、水球运动健将和优秀教练员，并将他们选送到国家队、“八一”
队和一些省市游泳队，让他们遍布到全国各地，成为中国泳坛的骨干力量，甚至成
为援外的游泳教练或专家，继续为游泳事业贡献力量。

1953 年至1956 年，他为国家游泳队和“八一”游泳队输送了28 名运动
员和教练员，这在中国游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957 年，随着国家游泳队机
构调整，将王者明（中长距离自由泳）、白祗向（仰泳）、王冠民、李肇鹏、王亨年
（蛙泳）张焕堂、申凤灜（爬泳）共 8人转至上海游泳队，上海队如获至宝，即
刻成了上海市游泳队的绝对主力。随着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的改革开放，上海游泳队分为上海市南片游泳队和
上海市北片游泳队。 连载

杨连第有苦无处诉，穷乡亲们是敢怒不敢言。说到底，覆巢之下难有完卵：国亡
了，亡国奴的身份注定了没有尊严。

除了架线，杨连第他们还安装路灯。
天津市的路灯出现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已达10129盏，

当一百几十万天津市民享受路灯带来的便利和光明时，有谁会想到那其中不少路灯是
杨连第和他的架子工同事安装的呢！

2007年9月面对记者的采访，杨连第妻子阎福珍说：“以后日本人来了，就给日本
人安电灯（路灯）。过去给日本人安电灯受气啊！”

七、儿女出生
杨连第与阎福珍成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因为生活的艰辛，让他们对于抚育后代

望而生畏。直到11年后的1944年8月21日（农历七月初三）才喜讯传出。当接生婆报
喜称“是个胖小子”时，已是57岁高龄刚升任爷爷的杨玉璞笑得合不拢嘴！“又一个大胖
小子！”当产房再次传出接生婆报喜声时，爷爷杨玉璞、奶奶丁义珍、爸爸杨连第才知
道，原来是双胞胎。“老杨家媳妇生了双胞胎！”这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很快传遍北仓村，
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向杨家人表示祝福。

可遗憾的是：老大因受凉得了小儿惊风，3天就夭折了。阎福珍后来在接受采访
时说：“咱要是现在有钱治病，死不了啊！就扔那睡觉了。我们奶奶给地主种完庄稼又
给地主收庄稼嘛，三天孩子就没了。你说旧社会我们家那个苦，就受了这么大。”

老大夭折了，老二就成了一家人的宝贝儿心肝“眼珠子”，那真是举在头顶怕摔着、
含在嘴里怕化了，小心谨慎，呵护备至。按照谱序，杨玉璞给长孙起名叫长麟（长大后
改麟为林）。麟是一种瑞兽，常用凤毛麟角比喻杰出人物，可见爷爷对这位隔辈之人的

未来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
1947年、1949年，杨连第的长女长荣、次女长云相继出

生。而1952年出生的次子继英（后改称长湧）则是个遗腹子。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2006年 12月，我20岁那年，完成学业去参军入伍，实现了我身穿绿军装
的梦想。当被授予列兵军衔的那一刻，就由衷的感到无尚光荣与自豪，同时也
感到责任重大。作为一名军人，我忠实履行职责，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
民，深扎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的思想根基。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当日晚上，天津组织200人的救
援小队前往四川进行救援，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被派往四川进行抗震救灾，当时
抱着为国家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心理奔向四川救援。这场地震，牵动着13亿同
胞的心，也牵动着党的心。为抓紧抢救伤员，争取每一分、每一秒。那时我才体会
到，什么才叫时间就是生命。那时当地余震不断，军人就应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车过不去的地方就步行，无论前行的道路有多么艰难，军人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抢救生命。在四川救援前线，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既是一种荣耀，
更是一种责任。

2008年12月我光荣退伍。脱下军装，换上便装，不变的是心中的那份责任与
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
记我们为什么而出发。进了党的门，就是党的人。”今后，不管自己在哪个岗位，都
将依然保持干劲十足的工作态度，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延续当兵人的
使命与担当，常思常想，视事业如泰山，不辜负党的培养，尽职尽责，有所建树。未
来的路很长很长，我愿意在时间的长河里与所有人一起进步，共同成长，见证这新
时代的日新月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座右铭。让
我们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担负历史使命，手握奋斗接力棒，做一名有情
怀、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小时候总听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把我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似懂非懂的我好像听着一个遥远的梦。入伍后，在部队
随着年龄增长、认识的提高，我逐渐明白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党对人民的
意义。

党旗飘飘永相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回顾历史，我们这个拥有几千
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经磨难，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拯救了灾难深重的中
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贫穷走向富强。在我心中那面党的光辉旗帜永远高
高飘扬。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退伍军人，我始终把党、国家、人民放在心中，这就
是共产党员的操守，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回报党、国家和人民。作为一名退伍军
人，这么多年在党的教育指引下，责任、担当是我不变的追求。去年新冠疫情凶
猛来袭，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们天穆镇所有党员干部放弃休息
坚持到抗疫第一线，和全国人民一道，上下凝心聚力、众志成城。

要永远保持退伍不褪色、退役不退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服从指
挥，用心工作，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退伍军人不忘初心优秀品质，时刻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我们为什么而出发，进了党
的门就是党的人。今后不管自己战斗在哪个岗位，依然要踏实工作，干劲十足，保
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延续当兵人的使命与担当，把岗位看作是为党的事
业奉献的机会，尽职尽责有所建树。与所有人一起进步共同成长，不忘初心、奉献
前行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初裹。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担负起历史使命，做
一名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我们当过兵的人更要责无旁贷，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百年百文 军魂永驻 “戎威杯”征文

老家的院子里有两颗石榴树，一棵
是甜的，在东面；一棵是酸的，在西面。

小时候爱极了那棵甜石榴，从每年
的第一场春雨起，我就搬着手掌般大小
的小板凳，坐在石榴树下，托着腮帮子，
直勾勾地盯着石榴树看。
“奶奶，甜石榴树长芽了！”
“奶奶，甜石榴树开花了！”
当夏天的狂风和急雨把石榴花打落

在地上时，我哭着拉着奶奶的手说：“你
看，你看，甜石榴都给坏雨打下来啦。怎
么办呀，我还要吃甜石榴呢……”
“没事的，这些被打下来的都是谎

花，是结不了石榴的。”
“这样的呀！”我放开奶奶，用手数

树上可以接多少甜石榴。
“奶奶，有五十多个呢！”
“是吗，你帮我数数酸石榴有多

少？”
“酸石榴有什么好的，奶奶，甜石榴

才好吃呢。”
“你以后会喜欢吃酸石榴的。”
在甜石榴树下打转，一直转到了高

中。那时因每月才能回家一次，望甜石
榴的机会变成思甜石榴。有时想起奶
奶，想起奶奶便想起那棵与她一起嫁进

王家的甜石榴树。
高二那年秋天的一个月末，天气异

常的萧条冷寂，当我踏进院门时，看到
了红灿灿咧着嘴的石榴仍然挂在树上
时，我的心猛地沉下去，一种不祥的感
觉从心底升起——从我记事起，每年的
深秋，当石榴未咧开嘴时奶奶就用剪刀
把他们一一剪下，分送给亲戚邻居一
些，其余留作春节的贡品。但是这次，
为甚麽石榴都裂开了嘴还挂在枝头？
“奶奶，奶奶……”
我害怕极了，不停地呼喊奶奶，殷

切渴望听到她的回答，后来我的声音都
打颤了。
“成，怎么啦，快进屋，你奶奶在床

上呢！”
把书包塞给娘，我便急切地跨进屋

里。
“奶奶，是我，您的成，您睁开眼睛

看看我呀，我是您的成啊！”
用手轻轻抓住奶奶那枯枝般青筋

暴露的手，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成，是你吗？”
“嗯，奶奶，您看是我呀！”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
那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奶奶走了，

去找早在天堂等他的爷爷去了。留下
我，留下咧开嘴吐出珍珠的石榴。

奶奶走后的第三天，我拿着剪刀踩
在凳子上，一个一个剪奶奶遗忘在尘世
的酸石榴，眼里的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
转。每剪一下，我的心就一阵酸楚，每
一个都像是奶奶那布满皱纹的慈祥脸
庞。精选出最大最好的三个把它们供
在奶奶的遗像前。

那次我的心都在酸石榴树上，这才
第一次发现50多岁的酸石榴树原来竟

如此沧桑。当奶奶的爹把它作为嫁妆
送给奶奶的时候就注定奶奶一辈子就
是操心、劳苦的命。生活如酸石榴一
样，处处是辛酸，处处是无奈。品着酸
石榴就像品味人生、品味生活一样，奶
奶就这样把一生安然走完。

带着沉重的心返校的时候，娘给我
塞了不少的甜石榴，我悄悄取出一些，
然后选了几个酸石榴放了进去。回到
学校时，我把酸石榴拣出来，甜石榴留
给舍友，他们争着说很甜很好吃。我无
奈地苦笑，弄开一个酸石榴，把石榴粒
放进嘴里，很酸很苦像极了我那时的心
情。慢慢的，我品味到一丝的甘甜，我
竟没有发现酸过后竟然这样甜。现在
我才一点点体会到奶奶喜欢酸石榴的
原因，就像苦日子过完总有好日子一
样，它不会一味地酸下去，就像贫穷不
是专侯在一家。

后来接触到更深、更广的社会，我
也越来越明白酸石榴的内涵。现在老
院子里的酸石榴树成了娘的“嫁妆”，而
那棵甜石榴则被小侄女霸占着。每每
看到这，我便想起了从前的奶奶，儿时
的我，以及儿时的那棵石榴树，一棵酸
来一棵甜。

赵树德脚刚踏进家门，正在客厅看
电视的媳妇翠花板着脸，抱起2岁大的
女儿走进了卧室。

赵树德大声地说：“我说翠翠，我知道
你对我有怨气，但我这不是为了工作嘛。”
“扶贫，扶贫，我看你是找借口不回

家，有你这样的老公吗？”翠花从卧室拎
出一个行李箱，猛地摔到赵树德面前，
“咱隔壁的老李也是扶贫干部，完成任
务早回来了，你呢，整整3年过去了，在
村里一呆就是两三个月，再这样下去，
这日子没法过了！”

赵树德在窗前望着翠花远去的身
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天，翠花向单位请了个假，一路
颠簸地来到了幸福村。不巧的是，赵树
德去镇里开会了。
“翠花同志，感谢您一直以来关心

支持我村和赵书记的工作！”村委会主
任蔡国庆热情地握着翠花的手，他指指
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小区，笑着说：“来的
早不如来得巧，村里刚落成两栋楼，走，

我带你去转一转。”
翠花跟着蔡主任一行沿着楼房

步梯，走进了赵树德扶贫对象李明的
新家。

左邻右舍听说赵书记的爱人来了，
纷纷赶了过来，把李明家围个水泄不通。
“感谢驻村扶贫工作队，要不是赵

书记他们帮助，我家咋能脱贫啊！媳妇
去世后，我一个人抚养了2个女儿，日子
过得十分困难。这几年在赵书记他们
帮助下，我过上了小康日子，我告诉自
己一定加油干，给孩子们树立榜样！”李
明边说边热情地泡起工夫茶。

蔡主任指指翠花，对着门口几个人

说：“乡亲们，这位就是咱赵树德书记的
爱人翠花同志，大伙快进来，心里有什
么话想说就说。”
“那好，我就说说吧。”李大伯大着

嗓门说：“以前我一家人住在低矮阴暗
的危房里，屋顶一到雨天漏水很严重。
见我死活不肯搬迁后，赵书记三天两头
往我家跑，对我和家人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地做思想工作。现在，我家搬迁到
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了，赵书记却说我家
还不够富裕，要帮我们再创业，提高收
入，你说说他这样做到底图啥？”
“可不是，我也有话要讲！”王大婶抢

着说，“以前，我家俩儿子住房拥挤不说，
想娶媳妇没房子，姑娘们都不愿意嫁过
来。如今，在赵书记帮扶下，我们一家人
住上新房，还装上了太阳能，洗上了热水
澡，儿子也娶了媳妇，赵书记还给他们找
了工作，我们的生活变样了！”

……
听着乡亲们的肺腑之言，翠花脸颊

绯红，露出一抹恬静的笑容。

这天放假，翠花去了娘家。傍晚吃
完饭，正在厨房洗碗筷的翠花，听到客
厅传来母亲的惊叫声。
“妈，怎么了？”翠花急忙走到客厅。
“翠花，快看——”母亲指指电视屏

幕，激动地叫起来，“那是谁啊，咋看起
来像咱家的树德啊？”

翠花定睛一看，还真是赵树德！电
视里他上了领奖台，躬身从颁奖嘉宾手
里接过奖杯。
“瞧瞧，我说的没错吧？咱家树德

干事业也是顶呱呱的好手。”
转眼三个月过去，一个周六下午，

赵树德回到了家。
翠花从屋里推出一个行李箱，赵树德

连忙上前阻止：“翠花，你去我扶贫挂钩点
的事我知道了，这段时间是我太忙了。”

赵树德接着说：“咱俩坐下来好好
谈谈，不要和我离婚，好吗？”
“离婚？”翠花笑了，“谁说我要跟你

离婚了？这箱子里都是你自己的东
西。”
“什么，我的？”赵树德急忙打开行

李箱，果然是自己已洗好的衣服。
“你在幸福村干的好事实事，我和我

妈都看到了。幸福村虽然实现了整村脱
贫，但乡亲们还需要帮一把手，你得响应
国家号召，继续带领父老乡亲发家致富。
翠花走过去，扑在赵树德怀里，“你就安心
去干吧，咱家的事都交给我吧。”

咱是当过兵的人
高明

党旗永远飘扬在退伍军人心中
孟庆慧

我向国旗敬个礼

祖国山河多美丽，小朋友们歌唱
你。我们在祖国的怀抱里，祖国在我
们的心窝里。国旗国旗多美丽，天天
升在朝霞里。小朋友爱祖国，我向国
旗敬个礼。

飞上蓝天亲亲你

国旗国旗真美丽，五颗星星照大
地。我愿变只小鸽子，飞上蓝天亲亲
你。祖国祖国告诉你，我爱长城，我爱
山川，我爱湖水，我爱祖国的蓝天。

从小爱党爱祖国

鸟儿爱蓝天，鱼儿爱江河。蚯蚓
爱泥土，蜜蜂爱花朵。我是好儿童，从
小爱党爱祖国。

唱出我心中最美的歌

“七一”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在阳光里穿梭！“七一"有一首歌，在脉
管里流淌，在心头里铭刻！这首歌激
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妈妈教我一支歌

妈妈教我一支歌，《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这支歌从妈妈的心
头飞过，响彻祖国的山河。我唱妈妈
教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这支歌从我的心上飞过，盛世春
风万象和。

红花朵朵向阳开

云彩是天空的花朵，浪花是大海
的花朵，我们是祖国的花朵。一代英
雄从小看，满园花朵向阳开。我们唱
着《东方红》，走进新时代。

我爱祖国我爱党

花儿沐浴金色光，鸟儿蓝天振
翅翔。鱼儿江河多欢畅，我爱祖国
我爱党。

党是太阳我是花

党是太阳我是花。我要把芬芳的
花香带给你，我要把绚丽的彩虹留给
你，我要把心中的歌儿献给你！

童心向党
殷栋梁

石榴酸，石榴甜
彭海玲

美丽的晚霞

摄影 韩富良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