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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老小区里的居民,很多都是以前一起住平
房时的老邻居。虽然我已到知天命之年，但在当年的那
些伯伯婶婶眼里，我仍是个小孩子。
前些日子，我去一号楼小马路旁的“二子”杂货店
买鸡蛋，坐在门口沙发上的二子的妈妈李大娘盯着我
说：
“ 小子，你说话的语气、声音还有这动作，还有走道
的姿势都和你爸一个样儿，连咳嗽音儿都像。”我打趣
道：
“ 我的大娘，不一样就坏了，您二子不也像极了我伯
伯吗！”
和同龄的同事谈起这件小事，他讲的一句话，引起
了我的深思，他说：
我们越来越像自己的父亲。
打开记忆的闸门。依稀记得，父亲在如我这样的年
龄时，正在一家包装用品厂做副厂长。由于我的学校距
离他们单位不远，所以周二下午不上课时，我偶尔也去
父亲那里遛遛。
每次到了那个乱七八糟，堆满包装盒子和贴纸的、
散发着一种怪味道的车间，总是看到父亲在忙这忙那。
一会儿指挥工人干活儿，一会儿自己动手娴熟地调试设
备。在他的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常常喜欢躲在角落里，欣赏父亲的一举一动。潇
洒、果断，
帅气，真是个出色的指挥员。
那个时候的我，自然不知道除了劳动和现场指挥，
父亲还要管理那个小企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实行
了厂长分工负责制，父亲虽然只是副厂长，但管理的任
务很重，常常要加班到很晚。现在，回想父亲这一段的
岁月，他精气神十足，干起工作来那叫一个只争朝夕。并且不仅父亲如此，他的几
位同是中年的伙伴，也都是那种能说能干的人。父亲单位的党委书记是一位姓孙
的女士，我叫她孙姨，长父亲几岁，说话慢条斯理，看上去像个家庭妇女，但工作起
来雷厉风行，绝不拖泥带水。
父亲五十来岁的时候，我不过十几岁。翻出父亲那一阶段的照片，端详着他
的样子，再对照自己现在的照片，确实很像，包括五官相貌、一颦一笑、举手投足。
母亲曾经和我说过，连睡觉时的呼噜声我们爷儿俩都极为相似。
当同事说我们越来越像自己的父亲时，
我在想自己的状况。
是呀，行为举止越来越像父亲，但父亲那般年龄时的斗志和勃勃生机，在我身
上却很难找到。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似乎远离了青年人的朝气和活力，远离了激
情燃烧的岁月。不仅如此，甚至总觉得自己无端还多了一层暮气。
虽然现在和几十年前比起来，工厂企业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代化的设
备、自动化的工艺、高水平的企业管理制度，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幅降低。所有这
些 ，都 是 那 个 时 代 的 人 所 想 象 不 到
的。但是，保持一种昂扬的锐气，努
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做知识型、
学习型和创新型的好工人、好干部，
这些应该说到什么时候也不过时并
且应该必须坚持的。
从现在开始，把父亲作为榜样：
使
自己的身和心，都越来越像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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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的父亲
刘明礼
家父年轻时从事教育工作，从小
学校长到中学校长，换过七八个学校，
但大都不在本村，最远的地方离家有
30 多里地。母亲在家务农，带着我们 5
个各差两岁、只会张嘴吃饭的孩子，要
挣工分养家，要挑水做饭打草喂猪，要
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一天到晚累得腰
酸腿疼。为了多分担一些家务，最大
程度减轻母亲的负担，父亲放学后尽
量地往家赶。而为了不耽误上班，只
有起早贪黑，早早起床。
当大公鸡叫过三遍，窗外泛出微
微 晨 曦 ，父 亲 的 生 物 钟 就 把 他 叫 醒
了。他摸黑穿好衣服，
“ 吱吜”一声打
开大门，叮叮当当挂上水桶，先到十字
街口的砖井去挑水。满满两大桶水，
把扁担坠得吱吱呀呀响，父亲迈开大
步一路流星。一趟又一趟，灌满一大
一小两个水瓮，装满所有的盆盆罐罐，
再存下最后一担。父亲必须要把家里
的水备得足足的，因为赶上有事或者
天气不好，他不知几天才能再回家。
这时，天刚刚大亮。父亲洗洗满头的
大汗，简单吃口饭，就该骑车去上班
了。这还是正常的日子。若是冬天昼
短的时候，父亲忙完这一通，几乎所有
的人还在做梦，而父亲已披星戴月走
在上班的泥土路上了。
吃公家饭，父亲有节假日，可他照
样起得很早。猪圏该起该垫了，院里
的小菜畦该打理了，房顶的裂缝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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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了，母亲的缝纫机该修理了，哥哥的
自行车该换胎了……这些杂七杂八的
事，都在等着他干。若是农忙季节，父
亲还要帮母亲完成割麦子砍玉米刨红
薯之类的重体力活。任务一项接着一
项，事情一件赶着一件，不起早哪行
啊？！父亲就像上满劲的发条，两眼一
睁，忙到熄灯。
好不容易盼到子女一个个长大成
人，先后成家立业，累出高血压心脏病
的父亲申请了提前退休，
可他依然是每
天早早地起床。虽然吃的是
“商品粮”
，
可父亲骨子里热爱农村、热爱土地。他
把母亲和我名下的责任田当成了他的
自留地，闻鸡起舞，耕耘稼穑，春种秋
收，夏管冬藏，把三亩多地打理得井井
有条，
也把一个普通农家的日子经营得
红红火火。为了减轻我们兄弟姐妹的
负担，
父亲母亲还主动承担起照看下一
代的任务。人到中年的父亲，
真是起得
比鸡还早，
活得比牛还累！
及至老年，我们“剥夺”了父亲下
地干农活的“权力”，孙辈们也一个个
远走高飞，不用他和母亲再照顾。多
年养成的早起习惯，父亲还是没有改
变。每天早上，他围着村子转转，到哥
哥的地头看看，把小院收拾得干干净
净，拾来的干树枝在墙头边堆成了小
山。父亲 85 岁那年，做了两次大的手
术，从此变得步履蹒跚，手中离不开拐
棍。可他还是坚持每天早起，坐在门
口的平台上，雕刻一般默默地望着远
方，若有所思，直到他 88 岁辞世前的那
一天……
也许，对父亲而言，早起是一种习
惯；但在我看来，他分明把早起视为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化为了对生活、对家
庭无限热爱的实际行动。我最亲爱的
父亲啊，大爱无边，
大爱无言！

“戎威杯”
征文

军人的忠诚
庞书炜
军人，当忠诚的印记刻进骨子里、融入血脉中，即使脱下军装亦不为岁月
侵蚀，早已化作了忠诚的符号。闪亮的名字，必将随着岁月沉淀被人们铭记。
军人就是在最青春、最有朝气的时间里选择了奉献；军人就是在最孤独、最寂
寞的时候选择了坚强；军人就是在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时，毅然选择了舍生忘
死；军人就是古诗中“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英雄气概。军人与国家命运紧紧融合在一起，国家的命运，
就是他们的命运，国家的强弱昌盛，就是他们的兴衰荣辱。
我曾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名军人，多彩的青春绽放在了东北辽宁的
军营里，在军营训练场上的汗水，紧急集合的哨令，一页页的日记中，记录着我
从 一 个 懵 懂 的 青 年 脱 胎 换 骨 的 经 历, 记 录 着 我 在 军 营 炼 成 了 一 名 刚 毅 的 军
人。青春年华，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远去；曾经的往事，随着时间的茬苒，早
已模糊，而那段军旅经历却历历在目。不曾忘记中队的战友，那略显稚嫩脸庞
露出的微笑像一朵朵鲜花，在我心中灿烂的绽放；不曾忘记，老班长的亲切面
容，像亲人一样温暖在我的心里；不曾忘记，我们一同出操一同训练。当我想
家的时候，老班长给予我安慰和鼓励。当我执行任务的时候，老班长用细心和
敏锐教给我斗志和勇气。军营里的生活早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中，成了我刻
骨铭心的记忆。
我不会忘记，在训练场上为攻下 400 米障碍一次次地奔跑、一次次地翻跃；我
不会忘记，为拿下五公里训练优秀，那最后几百米的坚持；我更不会忘记，为如期
完成任务挑灯夜战、精准标绘的场景。在那洒下汗水的训练场、在那度过多少不
眠之夜的作战室，处处留下了我青春的身影，成了我挥之不去烙印。相信有不少
人看过《亮剑》这部电视剧，我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个烽火硝烟的年代，但我更忘不
了在三伏暑天、寒冬腊月，斗骄阳、战飞雪，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的训练场景。
这一切的一切，磨炼了意志、丰富了经历，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军人的坚持、什么是
军人的刚强！
每当回首行程千里、
义无反顾地奔赴辽宁那座军营时，
总会撩拨起许多青春的激
情。我曾以赤诚之心、
火热炽情，
抒写了难以磨灭的军旅经历。
如今，我已不再是一名军人，可我的骨子里已深深地烙下了军人的印痕。如
今我离开军营近二十年，那嘹亮的军号声依稀还在耳边响起，那训练场上练兵激
情与呐喊声还时时出现在梦境中。在我心中，依然清晰地珍藏着军人的激情、军
人的忠诚！

一声“到”，一生“到”
吕铁义
那年那月那日，我们告别家乡，
穿上军装
火热军旅，整齐划一，
纪律严明，军歌嘹亮
站岗执勤，刻苦训练，
摸爬滚打，让我们坚毅刚强
那年那月那日，我们作别营房，
内心深处藏着力量
从那一刻起，我们有了一种信念：一声“到”，一生“到”，一定要传承红色基因，
续写军旅荣光
岗位换了，信念不改；
身份变了，初心愈坚
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坚决听党指挥
我们始终把服务命令、听从指挥的品质践行在每个岗位上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民族有希望
作为一名老兵，我们更理解要时刻用中国梦激扬理想
作为岗位新人，我们更愿意自觉在岗位续写无悔华章

麦黄黄，
芒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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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第十三章 英名慰世

穆成宽传

对于运动员来说，很少是由一个教
练从头带到尾的，往往都是间断性的培
养，但是最基础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胡曰钢 胡曰琪
一个优秀的体育苗子，是否能够被发现，
潜质能否被发掘出来，基础训练是否扎
实，以至于对事业的选择和态度、对人生目标的确立和高度，决定着他以后是否能
够健康、快速发展。穆成宽的功绩，不仅是发现、培养了这些人才，还为他们奠定
了全方位发展的基础。经穆成宽培养的运动员，不仅从他身上学到了游泳技术，
同时也学到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工作方法。当他们分赴各地后，很快成为了优秀的
教练员，个个独当一面，
自抓一摊。
好教练首先应该是个好运动员，但是好运动员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教练，教
和学毕竟是两回事。好教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培养出的学生能够超过自己，这就
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理。穆成宽培养的教练员，将他那行义达道的思想理
念、天下为公的境界胸怀、独具匠心的训练方式、运筹帷幄的谋略技艺和百折不
挠、为国争荣的精神代代延慕，
世世传承。
如今，
穆成宽的陆上训练法已经被作为国家游泳队和各地游泳队的规范训练内
容，
并推广到全国各地。他的深呼吸训练肺活量方法在游泳界和田径、球类等各类
运动队中作为有氧训练的重要手段广泛采用；
他的站桩功、
拍打功和气功十三势，
作
为健身和锻炼内力的基本训练方式，
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并受到众多教练员和运动
员的青睐，
尤以穆祥雄、
穆祥杰、
李忠慧、
程显经、
王冠民、
穆祥豪、
段成业等继承最为
突出；
他的拉力练臂力已经改进为器械锻炼的科学方式；
他的打水板训练法被广为
运用，
而且其材质已不断改进；
他用跳台训练腿部力量的办法已经改换为跳栏、
跳箱
练习；
他发明的蹦蹦床练跳水动作，
至今仍被国家队 和许多省市跳水队采纳；
他的
绳吊深水踩水训练法，
成为游泳速成训练的极好方式，
被弟子们广为效仿。就是在
本书已经撂笔之时的 2016 年 6 月 30 日，
程显经先生还打来
电话说，
中央电视台 5 频道播放了河北足球队把中国的武术
和杂技的训练方法用在足球训练中，
取得显著效果。

杨光祥
因此那几年，
杨家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衣服是哥哥穿了弟弟穿，
姐姐穿完给妹
妹。后来阎福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不瞒你说，
过去裤子要是破了连补丁都没有。
冬天他弟弟那么多，
连棉衣都穿不上。
”
杨连第拼命挣扎在养家糊口的贫困线上。他企盼着解放军的炮声再次响起，
像
春雷滚过像他那样望眼欲穿的穷苦大众的天空。这一天终于让杨连第盼来了。
1948年12月20日晨，
伴随着即将升起的朝阳，
东北野战军八纵（四十五军）二十二
师像猛虎一样攻克了国民党杨村守军阵地，
双街壮丁队和国民党天津县驻双街保警队
闻风而逃。接着，
该师六十五团攻克汉沟、
北仓、
南仓，
歼国民党一五一师1个连及警察
大队，
俘敌320人；
21日，
以2个团兵力扫清天齐庙东瓦窑及刘房子、
柳滩之敌，
歼国民
党交警二总队一部。21日13时，
八纵纵直警卫营一、
二连和骑兵二连攻打韩家墅，
经3
小时激战毙伤国民党保安团(主要由国民党固安、安次等县保安队组成)1388人。27
日，
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因担心所属一五一师重占宜兴埠的加强团被歼而下令
将该团撤至市内。至月末，
东北野战军二纵（39军）驻防北辰中西部地区，
指挥部设在
安光村；
八纵驻防北辰东部地区，
指挥部设在刘快庄村；
同时，
东野七纵（四十四军）、
炮
纵也在北辰地区一些村庄驻防。除几个城郊村庄，
北辰境内之敌全被肃清。
九、
为解放军修车
听到家乡解放的消息，
正在天津城里干活的杨连第和弟弟连坡是一天也呆不下
去了，
他们要回家，
回家去看看解放了的家乡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天津城防挡住了他
们的回家路。
天津城防工事从1947年3月17日开始，
到9月形成82华里长的外围防线和宽12
米、
深2.5的护城河以及高3.5米、
下宽7米、
顶宽1米的护城墙，
内侧为宽5米的交通道。
同时，
在外围防线分3期构筑包括白庙、
穆庄子在内的碉堡276
座，
还将市区通外道路与外壕交叉口处阻断，
仅留京津国道等
12个各设铁栅门的道口。

连载

芒种，
是被那亲切的麦儿香唤来的。
在乡下实习的日子里，
我有幸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到受麦香和农忙，
不过这是
在我成年之后；
这次的感受，
和孩提时代的感受大为不同。
草青青，
麦黄黄，
芒种忙。不错的，
入了芒种，
人们又从先前的闲逸转入到了一
个忙季。没有提前预约，
也没有收到请柬，
田地里突然就热闹了起来，
大街上也变得
突然忙碌。这热闹是阵阵麦香邀请来的。气温变得热了起来，鸟雀的身影多了起
来，
还有那清脆的布谷鸟的欢鸣，
为芒种增添了很多乐趣。
芒种里，
收麦也是颇有乐趣的。我家门前，
有成片成片的土地，
全是麦田。一眼
望去，
全是金黄。金黄，
是一种踏实的颜色。好像突然一下子，
我家门前就热闹起来
了：
大型的麦子收割机发出的轰隆声，
从早上五点左右，
可以一直响到深夜。我一向
讨厌震动和过大的声音，
但是对这次近在家门前的声响，
我却有种莫名的偏爱。我
看到大街上站满了人，
看着收割机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尽情表演。其中，
有老人，
有
年轻人，
有小孩，
脸上全是兴奋与喜悦；
那是只有庄稼人才懂的一种情结，
是我们骨
血里对收获的感念。现在，
技术进步了，
庄稼人可以少出点体力；
收割与播种，
都可
以放心交给机器来干。此情此景，
我们的先辈，
那些本本分分挥洒汗水的人，
也许都
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吧！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莫过于收割机走完 T 台秀之后，留下的那漫天扑鼻的麦
香。风轻轻，
麦香香，
我使劲儿地吮吸着，
心里只想努力把这味道一次次地吸进肺腑
里，
然后留在脑海中。土地的馈赠，
历来都是无私的，
它总是默默地成全着人们的每
一个小小的愿望。一种带着汗水的付出，一次不畏辛苦的耕耘，农民如是，麦儿如
是。成年后离开家乡的我，
也渐渐意识到，
真实，
是这世界上无比宝贵的东西。
自我上学以来，
家中便很少主农事，
而我常年在外求学，
这又常常让我感受到一
种对土地的疏离。或许，
正是因为与乡村有了一点距离感，
美，
便从中不知不觉地显露
了出来，
而我才可以从从容容地用眼睛观看，
用心灵去体会，
用笔和文字去记录。但当
我浸泡在麦香中时，
内心通达而明媚，
我又一次，
与脚下的土地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
系。土地的胸襟，
柔软而宽广，
如同慈祥的母亲一样，
处处包容着你的小小的脾气。
“芒种”
一词，
自古以来都有着那么几分适中，
亲切而不流俗。我们的古人，
仿佛
个个都是大文学家，
总是能把烟火笼上一层诗意。
“芒种”
又名
“忙种”
。看这几日路
上人们的行色匆匆就知道，
农人是真的忙。勤勉，
是庄稼人永远不褪的底色。趁着
这个
“当其时也，
万物生长，
其势盛极”
的好时节，
向来勤劳的农家人又怎敢懈怠呢！
正如长卿的《芒种》一诗中所写
“王孙但知闲煮酒，
村夫不忘禾豆忙。
”
要知道，
错过了
小麦的收割时节，
来年的丰收也就没了希望。因此，
你总能从农人勤勉而忙碌的身
影中，
被他们的朴质与任劳任怨，
久久地惊奇着，
震撼着。
乡村，
是一本写不完的散文集，
每一段经历，
每一个故事，
都温柔可亲。从这些
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我们就能懂得很多道理，
芒种收麦，
难道不是最好的体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