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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刘华林 1931 年出生在天津宝坻
八门城村，1947 年参加解放军，身经
辽沈、平津、南下剿匪、抗美援朝、中
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重大战役，由步
兵到炮兵，南征北战多次立功，铸成
钢筋铁骨。出于老乡的原因，每年春
节我都给老人家拜年，向他致敬！如
今这位 90 岁高龄的老兵仍是精神矍
铄，记忆力超强。今年大年初一我到
他家拜年，刚落座，老人就兴奋地谈
起央视开年大剧《跨过鸭绿江》：
“这
部大剧拍得好，把抗美援朝战争完整
地表现出来了，我看了两遍，真实、亲
切，立了国威、立了军威！”交谈中我
才得知，他在朝鲜连续战斗了五个春
秋，借这部大剧的契机，他向我娓娓
讲述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在宝坻参加解放军
平津战役中担任卫生员
刘华林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日寇侵华，鬼子来到八门城，烧杀抢
掳，强迫劳工干活。12 岁的刘华林被
强制给日本兵端尿盆、打洗脸水、烧洗
澡水、打扫卫生，稍有差错就要挨打。
日伪治安队拆民房修炮楼、修工事。
刘华林气不过，当众大喊：
“ 你们拆了
民房也没用，八路军会飞檐走壁，
来无
影去无踪！”
这话传到伪治安队长耳朵
里，找到刘华林要对其下手，
幸好一名
好心的马夫求情，刘华林才躲过一劫。
1947 年，15 分区干部耿伟来八

对
话

宝坻区 90 岁高龄老兵刘华林回忆军旅生涯

从平津战役到抗美援朝
■ 文 张伯苓
门城动员，刘华林和七名青年一起参了
军。父母千叮咛万嘱咐：
“当兵打仗很危
险，可既然当了兵就不能怕危险，
一定要
守规矩，多干好事，
别做坏事。
”
新兵们在宝坻住了一天，来到蓟县
三岔口村外一个小山沟，换上军装，
到密
云、平谷军训，两个月后出发，到察哈尔
赤城县龙门锁镇编入正规部队，刘华林
给营长当通讯员。
部队从赤城县出发，开始急行军。
一天晚上 9 点，突然听到前方枪声大作，
先头部队与敌人交上火了，首长命令跑
步前进，准备包抄敌人。敌人的子弹密
密麻麻，刘华林虽是新兵，但不想当孬
种，他机智地穿插送信，
传达命令。战斗
一直打到夜里 12 点，营长问刘华林：
“你
第一次参加战斗，害怕吧？”
刘华林回答：
“有营长和大家在，
不害怕！”
在一次战斗中，刘华林执行侦察任
务，躲在山石后面观察敌情，当时是中
午，被敌人发现，
向他开了炮。两发炮弹
从头顶飞过，落在不远处爆炸，
刘华林左
耳被炸伤，血不停地往下流。还有一次，
团里召开战前动员大会，一架 B29 轰炸
机飞过来，投下两枚炸弹，顷刻爆炸，墙
炸倒了，刘华林被埋在底下，疼痛难忍。
战友把他拉出来，敌机又低空扫射。刘
华林对战友说：
“我的脊椎骨可能被炸断
了，你别管我，
快走！”
战友说：
“咱俩死也
要死在一起，疼死也不能让敌机炸死！”
刘华林深深记住了这份生死之情。
参加解放天津战役时，部队驻扎在
大毕庄，刘华林担任卫生员，
和卫生队的
战友们全力投入，昼夜不停地挖交通沟，
构筑工事。天津城外有一条护城河，敌

军开炮把整条河的冰面炸开，阻挡我军
进攻，但我军战士无人示弱，
奋勇冲锋。
战斗打得很惨烈，刘华林听见指挥
员大喊：
“ 什么也不要管，前进！前进！
往上冲，打到金汤桥插红旗！”我军愈战
愈勇，刘华林在冲锋的同时展开救护工
作，子弹雨点似的从他头顶飞过，
炮弹掀
掉了他的帽子。打到现在的百货大楼附
近，突然从窗户里飞出一粒子弹，
身边的
战友应声倒地，英勇牺牲。刘华林怒火
满腔，调准枪口向窗户射击。
我军大部队势如破竹，敌军竖起白
旗，刘华林和战友上前质问：
“ 怎么还没
打你们就投降？”对方说：
“ 你们是四野
的，我们惹不起！”刘华林问：
“你们怎么
知道我们是四野的？”
对方答：
“你们脑袋
上全戴着狗皮帽子，这还用问吗？”平津
战役结束不久，刘华林随部队南下。

说：
“ 卫生队有什么前途，还是让他当通
讯员吧！”
一句话把卫生队长惹恼了：
“卫
生队怎么没前途，我们能挽救战士的生
命！”
一句话把营长噎在那儿。卫生队长
资格老，是参加过长征的干部，
营长没办
法，只能放刘华林去卫生队。这次如出
一辙，首长对刘华林说：
“ 你战斗经验丰
富，又有护理经验，联络能力强，是最合
适的人选。”刘华林是共产党员，党叫干
啥就干啥，绝对服从命令。
美军飞机在空中盘旋，发现目标后，
就引来多架飞机轮流轰炸、扫射，
投下汽
油弹。转送伤员的几辆汽车由刘华林指
挥，发给他一支“79 步枪”，200 发子弹，
一旦听到远处传来防空枪，他就鸣枪示
警，车队马上拉开距离，
隐蔽起来。
这是一条特殊的战线，既要冒着敌
机扫射的危险，还要照顾伤员。有一次
敌机来袭，刘华林站起来鸣枪，大声喊：
指挥救护伤病员
“敌机来了，分散隐蔽！”话音未落，敌机
的子弹就打过来了，打在车头、车帮上嗒
驻守在
“三八线”
上
嗒地响。他马上半蹲下来，用双手抱起
重伤员的头，用身体掩护，
躲过了敌机。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10 月，
战斗期间，刘华林指挥运送伤病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那
几百人，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在金
段日子，刘华林心潮澎湃，渴望入朝参
城的最后一战结束了，落实停战协议，
维
战，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都是他心目
护边境安全成为重要任务。敌我双方都
中的英雄。1953 年，刘华林所在 54 军
要派兵把守“三八线”，我军需要选政治
入朝参战，他和战友们在丹东凤凰城火
思想好、军事素质高、责任心强的同志担
车站集结，黄昏坐火车出发，
拂晓天亮时
任战地民政警察，刘华林光荣入选。
火车停下来，车头开进山洞，
车厢拆散掩
我军在军事控制线我方一侧画线立
护起来，部队步行抵达驻地。
桩，所立线桩必须笔直，双方相互监督，
不久，金城反击战打响，
首长派刘华
寸土不让。警察高度戒备，每到黄昏就
林负责往后方运送伤员，他想不通。当
趴在我方一侧野地里值守，无论冰天雪
年刚入伍时当通讯员，卫生队长欣赏他
地，还是风雨交加，
都会一动不动地值守
的善良和热情，非要调他去卫生队，
营长

刘华林与妻子新婚合影

一夜，拂晓再撤回。蚊虫叮咬、寒冷袭击
都不好受，刘华林和战友们就以邱少云
为榜样，激励自己。
敌方间谍时常在深夜偷偷潜伏越
境。曾有一名二十多岁、浑身是伤的男
子，刚刚越过
“三八线”
，
趴在小树林里的
刘华林等人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
他按倒在地。那人说，他是让排长打得
受不了，跑过来的。经严格审查，
原来他
是老牌特务，以自残手段，
打悲情牌假投
诚，想取得信任，刺探我方的坑道分布、
军事设备和战略部署。警戒线就是职责
线、国防线，那几年，坚守“三八线”的刘
华林和战友们，没让一个越境特务漏网，
圆满完成了警戒任务。

走村入户为朝鲜村民送药
至今仍保持军人本色
刘华林和爱人陈海敏原是娃娃亲，
那时候对乡下人来说，这是常有的事，
并
不稀奇。抗美援朝时，村村都做炒面支

姜鹏 在直播间展示真实自我

援前线，陈海敏做着炒面，心里惦记着战
场上的刘华林，其实他们还未曾谋面，但
是在她心里，特别盼望着刘华林能吃上
她的炒面。
那些年刘华林身在部队，有时也想
起这件事，可每当他想到战争的危险及
残酷，脑袋在裤腰带上挂着，牺牲了倒
好，万一炸个腿折胳膊烂，自己可不能坑
害人家，委屈姑娘一辈子。他从心里不
同意这门子婚事，一度还想过退婚，可父
母坚决不干。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双方家长都很
着急。这时候刘华林已调到部队医院，
在家人的一再催促下，他请示首长，首长
同 意 他 结 婚 。 烽 火 连 三 月 ，家 书 抵 万
金。他给家里去信，告知这个好消息。
双方家人高兴至极。刘华林的母亲、弟
弟，陈海敏与她的哥哥四个人立即启程，
到芦台坐火车，奔向丹东。
二十多天后，刘华林从朝鲜回来。
二人在丹东见面，起了结婚证，租了当地
一处民宅做新房。没有礼物、没有婚礼，
刘华林的母亲只给儿子、儿媳准备了两
床棉被，算是他们结婚的念想。
刘华林惦记着部队的工作，只休了
十天婚假，就提前归队。陈海敏和家人
回到婆家宝坻八门城。1957 年，经部队
批准，陈海敏随军到朝鲜郭山，在驻地村
庄租了一间民房，夫妻二人安顿下来。
朝鲜人民对志愿军家属给予了热情
关照，左邻右舍的民众经常到他家串门，
有什么好吃的、新鲜的，都会送给他们一
些，热情得让他们无法拒绝。刘华林除
了做好医院工作，还为当地百姓送医送
药，走村入户治疗，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
友谊。
1958 年，作为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
军，刘华林离开朝鲜，当地人依依不舍，
与他们相拥而泣，场面让人难忘。如今
几十年过去，刘华林初心不改，军人本色
未变，他常常关心家乡宝坻的建设发展，
传承红色基因，讲述革命故事。每每回
想往事，他总要说：
“ 我这一生最大的光
荣，就是参加了抗美援朝。”

姜鹏口述

和孙红雷一起赶场演出
把小沈阳留在演艺秀场

■ 文 王乃博 崔梦超

做和“粉丝”交流内心情感的最重要的平台，在直播
间里和大家交流，就像坐家里和家人交流一样，只
不过直播间给了我们一个更方便的平台。刚开始
接触直播，我每天都是那种特别嗨的状态。后来慢
慢调整，在直播间里尽量展示真实的自我。我其实
特别喜欢安静，平常在家也是如此，喜欢和家人喝
茶聊天。我也把这种风格带进直播间，分享我的故
事，分享我的生活。我有个“日行一善”的小节
目，每天通过一个小故事来讲人生、讲情感。
姜鹏
至于说直播带货，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分享，
歌手、音乐人，1971 年
不要刻意去做，也不要刻意不做，如果我在
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出版《一
生活中遇到了喜欢的东西，为何不分享给
生兄弟》
《江湖大道》等专辑。
大家？比方说我喜欢喝的茶、我喜欢的一
他创作演唱的歌曲《兄弟想你
些小玩意，朋友送我的一些土特产，只要我
了》成为近期各大短视频平
觉得好，我就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才是
台采用率最高的背景歌
直播的真正意义，千万不要太刻意。
曲之一。
歌手就要唱好听的歌
不能因为带货消耗人设

印 象

“兄弟啊
我想你了”
如果在街上见到姜鹏，你不会
想到他就是把那首《兄弟想你了》
唱遍大街小巷的人，更不会想到他
是 有 着 千 万“ 粉 丝 ”的 网 红 大 哥 。
因为，无论从言谈举止还是穿着打
扮来看，姜鹏更像朴实的大哥，是
能一起喝茶、
聊天的邻家兄弟。
这也许正是“70 后”的独有性
格，作为很早就在歌坛打拼的东北
音乐人，姜鹏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
的歌曲，这些歌曲也和他的性格一
样，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用简单
的言语讲述身边的故事，是他唱歌
的方式之一。在他看来，越简单就
越容易走进人的心里，只有走进人
们的心里，那些歌才会被人记住，
唱歌的人也才会被人记住。
其实，在姜鹏身上还有很多标
签，歌手、商人、
“ 网红”……越是熟
悉他的朋友越无法给他下一个准
确的定义。
“ 最好不要有什么标签，
我就是一个唱歌的人，如果大家喜
欢我，就把我当成兄弟就行了，这
才是我最喜欢的标签。”的确，
“兄
弟”是姜鹏给自己的标签，在他的
作品中，兄弟也是重要主题，就像
在 2016 年 他 推 出 的 专 辑《江 湖 大
道》中的那首《兄弟想你了》，一句
“兄弟啊我想你了，你在那嘎达还
好吗”，唱出了无数人心里的感动，
唱出了无数人心里对故乡、对朋友
的想念。也正是从这首歌曲开始，
他身上的兄弟味道更浓了。
姜鹏说他喜欢这种兄弟情深
的感觉，也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才
能让内心的这种情感充分释放。
这么多年来，每次回到家乡，不管
多忙，他也一定要去舞台上给朋友
们唱歌，用歌声诉说对家乡父老的
情 感 。 如 今 ，除 了 在 现 场 演 唱 之
外，他又开通了网络直播，通过视
频和更多的朋友分享歌声。
不久前，姜鹏作词并演唱的新
歌《最美的江山》全网上线，表达了
他内心对祖国的一份厚爱。今年
是他唱歌的第三十个年头，作为哈
尔滨演艺秀场“斯卡拉”的创始人，
他也从这里带出了众多明星。三
十年之后，他扛起了更多的社会责
任，他说：
“ 社会责任感是支撑明星
一直走下去的重要原因，踏踏实实
做事，本本分分做人，才是好兄弟
们应该做的事。希望能带领众多
明星朋友，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为
助农公益做出贡献。”

把握最贴近时代的音乐
不同风格让我有不同收获
记者：作为“70 后”歌手，在不同的年代您都有
作品和大家见面，在网络直播时代，除了现场演出
的舞台之外，您又作为流量明星活跃在视频直播
间，给大家的感觉是总能抓住时代最火的那个热
点，您是怎么做到的？
姜鹏：
今年是我从事演艺工作的第三十个年头，
在我看来，不管做什么工作，
都要和时代最前沿的东
西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歌手，一定要唱出时代最
好的主题，这是歌手的责任，抓住时代最前沿的东
西，就能够和时代一起成长。娱乐演艺事业是最能
感知社会的行业，我作为
“斯卡拉”
的创始人，同时也
作为歌手，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很多歌手都是从
“斯卡拉”的舞台走出来的，比如“中国好声音”的黄
勇、关喆，
“星光大道”
的杨子仪、陆海涛，在不同的舞
台上都有从我们这里走出来的冠亚季军，通过他们
也会发现，在不同的时代，
这些歌手身上的特质也不
同，我觉得那就是时代在歌手身上体现的特质，是时
代最好的东西。歌手只有保持对时代热点的敏锐
度，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才能创作出紧贴时代的好作
品，这样的作品才能被人们记住，
被人们传唱。
记者：我发现您的作品风格并不是十分统一，
各种类型的歌曲您都唱过，而且除了唱歌，也讲故
事、说段子。您如何去把握规律，让自己同其他歌
手、
主播有所区别？
姜鹏：
很多人问我，
姜鹏你是歌手还是脱口秀演
员？你天天唱歌，到底唱的是摇滚还是说唱？你是
情感歌手还是民谣歌手？我仔细想了想，发现还真
没办法给自己下一个定义，每一种适合我演出的风
格我都喜欢，不同的风格给我带来了不同的受众群
体，得到了不同的收获。除了唱歌，
我做的视频有风
景外拍、有人生感悟、有搞笑段子，题材也非常广
泛。我觉得艺人应该尝试不同的风格，这样“粉丝”
才会对你有所期望。
记者：不断变化，不断产生新意，让大家找不到
规律才是您的规律？
姜鹏：对，这就是我的打法。我唱歌三十多年
了，大部分时间都活跃在舞台现场，
几乎每一场演出
都会对我有不同的要求，台下的观众群体不同，舞台
风格不同，演出主题也不同。作为歌手，总不能一首
歌唱一辈子吧？观众来看演出，也是抱着期待来的，

观众希望看到新鲜的东西，希望看到演员的自我提
升，如果想赢得观众，
那一定不要让观众摸索出你的
规律，你一定要不断地在舞台上制造惊喜，如果非要
说什么规律的话，这就是我的规律。我希望任何风
格都可以驾驭，希望通过我的歌曲给人们带来快乐，
和时代一同成长一同进步的那种快乐。

记者：
不少人因为直播带货
“翻车”
，您怎么看？
姜鹏：
我就是做内容出身的，
做直播就要做出符
合时代的好内容。因为我的人设是歌手，歌手就要
唱好听的歌。我不能因为带货来消耗我的人设。我
直播的时候不挂带货的商品链接，我喜欢聊天，有人
会在评论区留言，
“你最近喝什么茶啊”
“你手上戴的
那款饰品哪里可以买到”
，
我就把我这些物品的视频
持续直播八小时
推给大家。我也给朋友们推了很多我们东北的特
产，比如大米、大豆、玉米、煎饼，还有我们哈尔滨的
真切感受直播的力量
红肠、大列巴、冰棍。有很多做产品的人找我打广
记者：网络直播已成为当下的一种生活方式，
告，但我的前提是以福利的方式给我的
“粉丝”
，这样
您现在是千万“粉丝”的大主播，利用直播平台同外
不仅对我的人设更好，大家还能得到实惠。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当“网红”，但现实中
界交流有哪些心得？
您有什么好建议？
姜鹏：回想起我做网络直播，大约是在三年前。 这条路并不好走，
姜鹏：
网络直播是个新兴的热门行业，获得了年
那时候，短视频平台刚刚出现，
身边很多朋友都开始
做网络直播。我是东北人，东北人都有些语言天赋，
轻人的青睐。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做网络直播失败的
而直播这个舞台，又让东北人的语言天赋得到了发
主要原因是太急于求成，总想弯道超车是不现实
挥。我当时就想，我的语言天赋不差，
而且我还能唱
的。网络直播是内容产业，内容是否经得起考验，是
歌，也有很多喜欢我唱歌的人，
我为什么不做视频直
否具有内涵才是关键。如果没有思想，只想通过段
播呢？于是我就和团队开始尝试，一点点摸索视频
子去博眼球，是不可能成功的。直播平台应该对他
直播的规律，比如说，怎么才能拍出好画面，如何剪
们进行定期培训，这样他们的路才能走得更远。我
辑出好看的内容？这是一条全新的赛道，和现场演
给年轻人的建议是，不要一味地去想着带货挣钱，要
唱完全不一样，甚至比现场演唱难度更大。现场演
用心做好内容，维护好网络形象，
要让大家提到中国
出，观众都是花钱买票来的，
你有整晚的时间去和他 “网红”，就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所以你从事
们互动，他们不太可能集体退场；直播却不行，一句
了这一行，就要完善自己的修养、品质，只有这样才
能做出成绩。
话说不好，观众就划过去了。就这么慢慢摸索，到了
2019 年，我的直播间在线人数达到 200 万，直播八
记者：
您做了不少公益活动，从中收获了什么？
九十分钟总流量有 5000 万人次，我知道我们可能在
姜鹏：2004 年我做“鹏情公益”演出，帮助孤寡
视频直播这个领域摸索到经验了，应该可以逐渐驾
老人和留守儿童，当年的留守儿童如今已经大学毕
驭这个平台了。
业，又成为我们公益队伍的一员。在当今网络时代，
记者：
视频直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通过网络直播，帮助县乡经济发展，
巩固扶贫攻坚成
果，又是新的公益主题。我有一种公益理念，就是必
姜鹏：
如果说印象特别深的一次直播，那肯定是
我们哈尔滨“斯卡拉”15 周年时做的那场直播。我
须做有担当的公益引路人，引领更多的人去乡村帮
特别清楚地记得，我那天的直播主题叫
“回家”
，我们
扶孩子和老人。
把 15 年来从“斯卡拉”走出去的明星艺人都请回家
记者：
如何看待明星做公益？
了，大家一起庆祝。那天来了六七十位歌手，如果现
姜鹏：我很荣幸在 2021 中国乡村振兴高峰论坛
场演出，每人唱一首歌，一晚上也唱不完，大家也没
上被授予“乡村振兴公益行动使者”，通过公益的方
有展现的时间。于是我们决定在直播间庆祝，我们
式参与到乡村振兴工作中，是艺人义不容辞的责
在直播平台持续播了八个小时，人气一直在飙升，我
任。我发现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每个县乡都有特
是真的感受到了直播的力量。那次直播时，我们也
别好的产品，但由于种种原因，
这些好产品不为人所
开始尝试带货，每次货品一上架就被抢空，销售额特
知，艺人应该有担当，
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他们。每个
别惊人，我也开始关注带货这个领域。
人都有家乡，如果大家都为家乡尽一份心，中国的乡
记者：
那您的工作重心也转到直播带货了吗？
村振兴事业就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希望更多的人能
姜鹏：
说心里话，
直到今天我还是把直播平台当
在一乡一品产业促进计划平台上为家乡发挥热量。

我生在一个文艺氛围很浓的家庭，
小时候，姐姐拉手风琴，我在旁边唱歌跳
舞。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是学校的文
艺骨干，毕业后想学唱歌、学表演，但家
里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只能放弃这个
想法，到哈尔滨马迭尔娱乐城西餐厅当
了服务员。
西餐厅有乐队驻演。有一次，一个
歌手没来，同事推荐我去唱，老板说：
“他
能行吗？服务员能唱吗？”同事说没问
题。我就穿着自己平时穿的衣服上了
台，唱了一首张国荣的粤语歌。我没让
老板失望，没让台下的观众失望，从此我
成了娱乐城的歌手，慢慢向自己的梦想
靠近，在不同的歌厅赶场。那时候孙红
雷和我一起跑场演出，我们是最好的朋
友。我在哈尔滨渐渐有了些名气，用唱
歌赚来的钱，报了专业的声乐学习班，组
建自己的乐队、舞蹈队，开始到各地走
穴，除了唱歌，还兼做主持人，还与曾志
伟、汪明荃在新加坡同台担任过司仪。
很少有艺人会拿出十多年的积蓄投
资经商，我觉得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于是，我在哈尔滨创办了演艺秀场——
哈尔滨鹏飞无限斯卡拉。2004 年，小沈
阳经朋友介绍到“斯卡拉”演出，他给我
的第一印象是太难看了。他那时特别
瘦，脸色焦黄，一看就是农村人。但他在
台上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男
扮女装模仿电视剧《刘老根》中的一段
戏，一边唱主题曲，一边拿着一把大剪刀
表演，特别有趣。
我始终认为小沈阳是块金子，我对
他说，只要你把这门艺术钻研透了，肯定
出人头地。一个二人转演员能不能火，
重要的是看他有没有台缘，小沈阳有台
缘，扮相好，而且是“人来疯”，观众越热
情，他的表演就越好，一个人在台上演
40 分钟没问题。因为小时候练过武术，
他常会在表演时露
上两手，一口气翻
十个二十个跟头。
刚来时他很少唱
歌，私下偶尔唱几
句，我和音响师听
了都觉得有戏，鼓
励他多练练，没想
到一发不可收，后
来客人经常点名让
小沈阳唱歌。他模
仿能力强，学啥像
啥，经常模仿歌手
刀郎。那时小沈阳
就有自己的
“粉丝”
了，观众都很喜欢他。舞台上的小沈阳
一身都是戏，能说会道，但在台下他很内
向，不善言辞。记得我们第一次出去吃
饭，大家在一起高谈阔论，只有小沈阳没
词，基本插不上话，后来混熟了，话才多
起来。他更喜欢听别人聊天，把有用的
记在心里，融入到自己的表演中。
一眨眼，我入行已经三十年了，如果
问我现在最想做什么，我觉得我还是想
继续努力做音乐，不忘初心，写出有人情
味的故事，唱出我的故事。我始终是一
个艺人，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