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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 北辰道

高林
举斗柄以为麾

刘万庆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三章 英名慰世

王者兴在“八一”队工作31年，一直
干到转业。在部队首长的重视关怀下，
在王者兴的辛勤努力下，培养出一大批
优秀运动员和全国冠军，使“八一”队成
为全国泳坛上的威武之队。转业后，部

队一再挽留他，让他继续发挥余热，带队参加世界青年运动会，在 40 多个国家的
比赛中获总分第二名。

田凤藻 1937年出生，天穆村人。少年时随穆成宽练游泳，学摔跤，练少林
气功十三势，耐力极强。因其生得身高体胖，人称“田大块儿。穆成宽让他跟彭禧
崑练水球，跟他说：“无论干什么，要干就得干好。”田凤藻牢记穆成宽的叮嘱，钻
研苦练，终成一名优秀游泳和水球运动员。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游泳队访
问中国，进行友谊比赛，田凤藻参加水球表演赛打中锋，借用穆成宽教的摔跤技
巧，利用对方的惯性，闪转腾挪，连打入两个球获胜。

1957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全国游泳锦标赛，获1500米自由泳第二
名。后被选入海军体工队“八一”水球队，成为主力。自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至
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田凤藻作为八一水球队队员参赛，连续五届夺得全国冠
军，还曾代表国家水球队参加国际水球比赛。其本人参加全国游泳比赛，800米、
1500米自由泳多次名列前茅。

1970年，田凤藻转业，在北京朝阳体校任校长并执教游泳和水球，为八一队、
北京队、武汉军区输送多名优秀运动员。他培养的朝阳铁一中游泳队参加世界中
学生比赛获冠军。1984年，田凤藻被国际泳联批准为国际裁判。2010年6月，他
加入中国游泳协会，并被授予“推动中国水球事业终身贡献奖杯”。

王冠民 1940年4月出生，上海市游泳队北片总教练，上海市游泳协会副主
席，国家游泳队教练，台湾台北市游泳队客座教练和高级技术顾问。

1952年，王冠民被穆成宽慧眼相中，开始学习游泳。
穆成宽发现他综合素质好，有灵性，悟性高，是个好苗子，便
精心培养。 连载

战斗进行中，杨连第冒弹雨从前线将伤员抬到位于武清县杨村的战地医院。一
天晚上回到家中，妻子阎福珍看到丈夫身上、脸上甚至连耳朵眼儿里都是土，就问怎么
回事，杨连第说：抬担架时一颗炮弹落在身边，一起抬担架的邻村小伙子脚受了伤，他
趴在担架上用身体掩护伤员，结果三个人被埋在土里，还好伤员没受一点儿伤。他说
得那样轻松，好像在身边落的不是炸弹似的。这可把阎福珍吓坏了，一再叮嘱他以后
务必小心点儿。杨连第信心满满地回了妻子极简单的两个字：“没事”。

登高壮举
1949年2月，年已而立的杨连第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铁道纵队一支

队第一桥梁大队三连随军职工。半年后，即以超人的智慧和勇气在陇海路八号桥上创
造出登高奇迹，被授予“特等登高英雄”称号。1950年8月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到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入选主席团，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
切接见。

一、应聘随军职工
天津是1949年1月15日15时解放的。北仓人民和驻军指战员各个喜气洋洋，杨

连第的父母忙着置办年货，要过好解放后第一个春节，儿子长林和女儿长荣更是穿上
了少见的新衣。1月29日除夕那天，村公所贴上了醒目的对联：实行增资改善工人待
遇；贯彻减租提高农民生活。杨连第家则挂上了红灯。夜里守岁，合家老少吃上了久
违的饺子，街上不时传来近年少有的鞭炮声。第二天正月初一，有解放军战士来给拜
年，扫院子，给缸里挑水，这可真让杨连第感到了新社会新人新气象，高兴得合不拢
嘴。拜年期间，有些小青年商量着要去报名参军，去解放全中国，这真让杨连第羡慕得
不行。可没有办法呀，谁让你年龄都“而立”了呢，而且还成家有了孩子。

可是世上就有意想不到的事：就在1月30号下午，《天津日
报》登出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处的通告：为了共同建设
现代的工业国家，要征招“各种专家、工程师、技师、技术工人们”。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1983年底，滑富强老师由南开调入
北辰文化馆，专职辅导群众文学创作。
其时，他有“任重道远”的思想准备么？
如今看来，南开北辰两地虽近在咫尺，
却是老师穷尽下半生的真正意义上的
远游——正如屈原的《远游》：“揽慧星
以为旍兮,举斗柄以为麾。驾八龙之婉
婉兮，载云旗之委蛇”。

老师来时也低调，唤我3次后我才
扭扭捏捏以应答。交给老师的第一篇
作文颇费了些功夫。经修改，《村前的
小路》发在《北郊创作》创刊号上——这
既是我的散文处女作，也是跟着老师学
写散文之始，更是我迎着老师伸来双手
的起步之“路”。不久后，首次去蓟县开
会，雷雨中冒险爬上山顶，我把勇气尊
严和自豪的青涩体验写成《山趣》，老师
改后竟推荐给《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
发表。1990年代末，老师推荐我加入了
天津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天津作家协会；
在世纪之交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写了
《二十世纪留言》；后来的后来，我又写
了《二胡》，老师在刊发时特意加了编者
按语——这两篇作品分别获得“文化
杯”散文三、二等奖。

滑老师来北辰之初也是改革开放
之初，他组织我们采访乡镇企业和各条
战线的先进人物，甚至创造性地设置了
专职“业务员”，为北辰区的经济建设和
精神文明建设摇旗呐喊、擂鼓助威。此
间，我与老师合作采写的《车水马龙铁

民警》，在《交通与安全报》连载，被收录
《交警风采》专辑；主人公张明生，不仅
评为四郊五县首个市“十佳交警”，而且
我们的作品也成为他几次参加外省市
交流的宣讲材料。有了这次锻炼，老师
安排我采访宜兴埠两个镇办企业写成
的《斜阳如血》《3·18特写：华兴、女人与
金杯》，分获天津改革开放十年报告文
学征文奖和“文化杯”报告文学三等
奖。1993年底，我出版了报告文学专辑
《辰星纵横》，滑老师不仅热情作《序》，
还邀请区委宣传部、市作协领导参加了
首发式和作品研讨会。

滑老师是文学多面手，尤其小说手
法对我影响甚深。2000年3月，我沉迷
在中篇《捧角儿》写作中。20日，当我用
稿纸抄完最后一个字时，虽然太阳已经
落山，还是迫不及待地赶到文联办公
室。老师放下其他稿件当即审阅，我屏
声静气地等待他的“判决”。渐渐地，我
发现老师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小说的情
节中……那晚，我与老师聊到半夜。过
后，老师不仅把《捧角儿》放在了《北斗
星》头条，还配发了《北辰小说创作的新
突破》的编者按语。在老师的鼓励下，
我接连写出《本草》《楼市》《清白》《烟笼
大清河》《地头》等中短篇小说，也接连
获得“文化杯”中篇小说一等奖两次、短
篇小说二等奖两次。当我的小说作品
结集出版之际，滑老师又烦请著名作家
肖克凡作《序》，并请天津师大孙玉茹教

授作评……
一滴水能折射阳光——拉拉杂杂写

了许多，我想说，在我与成百个北辰弟子
的身上，都能找到滑老师的影子和心
血。我还想说，老师纵存“有教无类”之
心，怎奈弟子们众口难调，况且脾气秉
性、格局修养参差不齐——也真难为了
老师的宽容之心、浩然之气！追随老师
一路走来，我们虽然有过彷徨、有过困
惑、有过中途退群的犹豫，幸好老师不曾
松手放弃！在他一次次的感召打捞下，
我们亦一次次背起行囊重新出发，努力
打造文学创作的北辰风景，领略做人作
文磨砺后的天边彩虹。正因如此，方才
把一块贫瘠的土地改良成文学沃土，并
浇灌出诗歌的芳草坪蓊蓊郁郁，散文的
百花园姹紫嫣红，报告文学的灌木丛生
机勃勃，小说的阔叶林大树参天……

屈指算来，滑老师来北辰已近40
个春秋——这段悠长人生旅途的第一
个十年，他摘下一颗颗文学新星当做令
旗摇曳，成功打造出一块文学创作的文
化品牌；第二个十年，他高擎着文学大

旗砥砺前行，在文学的星空升起一个北
斗星座；第三个十年之末老师光荣离
岗，但他开创的文学事业如八龙驾车，
继往开来；当老师来北辰的第四个十年
之际，他依然是北辰文学事业的当家大
旗——大旗飘扬，云旗逶迤，首尾相连，
初心相随。

若自滑老师1961年从事文学创作
计，迄今已届甲子——头20年，他在南
开文学社淘养积淀文学元气和文化自
信；30年时，我在《写下去，并且要记住》
中坦言：“老师不仅给了我写作的笔，也
给了我完整而健康的人格——这一点，
尤其要记住”；40年时，我在《悠悠北斗
情》中写道：“滑老师和他主编的《北斗
星》是培养区籍作家的摇篮，是我们心
目中的彼岸。我们手中的笔不停歇地
磨砺着、写作着，因而，我们快乐但绝不
邋遢地生活着。”50年时，北辰区文广局
和民进北辰工委联合举办了专题祝贺
座谈会，我以区作协主席的身份、以《弱
水50年》为题发言说：“滑老师之于北
辰作家团队，是上善的母亲河水，像吉
祥的云及时的雨；他的坚持与操守，如
雪峰高耸而圣洁，似冰川博大而晶莹”。

而今，欣逢滑老师从文60载，我还
要说，文学当有不绝的风景，老师便有
不老的情怀——有诗为证：文学甲子生
紫烟，华章如瀑挂前川。师泽浩荡深千
尺，仰望笔健写明天……

滑老师生命之树常青，文学之树
长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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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辰道过去叫北仓道，西起北仓
村，东至外环线，仅有2700米，2009
年5月1日翻修竣工。2009年7月，
经北辰区规划局组织专家论证后，北
仓道改称北辰道。2009年修通北辰
东道至小淀镇域的淮东路，2011年修
通北辰西道至京福路，全长约8000
米，成为天津市北部新区东西走向的
骨架路网和北部新区开发建设的先
行交通主干道。

过去，这条道由渣土碾压铺就，
雨天是泥巴水双脚泥汤，刮风时尘土
飞扬迷眼呛人，开车时颠簸震颤，左
右摇晃，走路时择道选路，垫脚踩砖
而行，这样的情景给人留下非常深刻
的印象，但早已成为往事。

如今，经过北辰区委、区政府和
各有关部门多年、多次大力不断的
治理修缮提升改造，北辰道脱胎换
骨，道路宽了、环境美了、景致新
了。马路上规划的汽车和禁行道、
分隔线、斑马线、停车线黑白相间清
清楚楚，人行道上的彩砖和盲人道
砖都精心打造的平平整整色彩纷
呈，让人眼前一亮，就像彩虹从天而
降光鲜靓丽。

每当我走在这条路上，总能看
到环卫工人不停忙碌的身影。过
去，环卫工起早在这条路上打扫，完
活儿就走了。现在环卫工人都全天
候护路服务，确保道路时时清洁。
他们身穿银光橘黄色工作服，头戴
一顶橘黄色头盔，骑着白底蓝顶电
动三轮车，车上带着大扫帚，小扫帚
和长把自制垃圾兜，长把手动夹子、
水桶，还有铁锨和两个红白相间的
路标，遇到工作时间长，就把路标放
到电动车的前后，示意车辆绕行。
雨后，他们及时出动用大扫帚把积
水推拥进下水道，看到地上有烟头、
纸屑和其他杂物，就用小扫帚和长
把自制垃圾兜收到垃圾箱里，发现
道路隔离带冬青丛中有塑料袋和废
弃杂物，则用长把夹子一块一块夹
出来，放到环卫车厢里。路边的垃
圾桶都随时清理、擦洗。我总是被
他们这种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态
度和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所感动，
及时抓拍他们感人的身影。

车身标有创建文明城市构建和
谐社会白底红字的喷水车在这条路
上循环往复，喷水冲刷缓慢前行。我
与喷水车师傅交谈得知，大水箱每次
要装满9吨水，要昼夜喷水，让这条道
始终保持湿润，防土、降尘护路。过
去，洒水车上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
黑色胶皮管左右晃动洒水，工人既劳

累又不安全，水也洒不匀，路边还易
积水。现在喷水车经过不断改装功
能提高了，车厢下面左右各一排折叠
不锈钢管，两个橘红色圆形刷子，7个
喷嘴，司机在车里打开冲水开关，下
面两个橘红色圆形刷子飞速旋转，14
个喷嘴冲着地面均匀喷水，路面显得
干净清新。

还有一种新型绿底黑道的扫路
车。秋天落叶时，借风势乱刮，犄角
旮旯满世界都是残根碎叶，这辆车
就派上用场，专门儿清理道牙子和
马路之间的死角。车下面有两个旋
转小扫帚，一边开车，一边喷水，连
吸带转把残叶尘土打扫得一干二
净，车上还带有一根很长的黑色细
管，工人拿着喷头拉动着细管，在人
行横道上冲刷清洗，道路上一尘不
染、干干净净。

有了这些现代智能的清洁车和
人工细心服务的协调配合，互补作
业，全天候清理，北辰道环境有了很
大提升和改观，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现在的北辰道以北辰区委大楼
为中心往西与京津路、外环线、104国
道相交，往东与铁东路、津蓟高速、
205 国道相交，畅通无阻。公交线
路更是四通八达。道路两侧的共享
单车、电动车黄、蓝、绿，形成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极大地方便了沿线百
姓的出行。

我经常用手机拍照北辰道的风
景风貌发到朋友群里，立即引来亲朋
好友的围观点赞，就像梧桐树引得凤
凰来：“道美，人美，我的家乡更美”。
“北辰区道路好漂亮，蓝天白云晴空
万里，太好了”“两条红色机动车禁行
路道真漂亮，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恐
怕在全国像这样的路都少见”“高老
师拍出了美丽壮观的北辰道，真好！”
“拍出了美丽的大北辰，太好了，我们
住在这地方感到自豪，点赞。”还有人
说：“北辰道这么漂亮，可与滨江道媲
美啊！”。有的好友看到这幅照片，更
是激情满怀赋诗表达：欢欣鼓舞看北
辰，道宽路畅车沿伸。万紫千红降彩
虹，风光独好景色新。

乘客们坐在公交车上环顾路侧
的新奇景观，脸上都挂着惊喜羡慕的
神态。人们走在这条充满色彩干净
整洁的道路上，看到绿树与红地交相
辉映，看到蓝天绿树红路的有机结
合，就像一幅绚丽多彩的风景油画让
人赏心悦目，有一种心情愉悦、安逸
舒适的感觉，自豪感和喜悦感油然而
生，不由得从心底发出一声赞叹：美
哉，北辰道！

小的时候，我经常跟随父母去农田里干活儿，田野里的花花草草、鱼虫鸟
雀、瓜果庄稼都让我感到新奇，那五彩斑斓的大地色彩与用辛勤劳作换来的大
自然的馈赠让我目不暇接，心生美好。

少年的心是飞扬的，眼前的景致固然美丽，但还是挡不住生命深处对远方
的眺望。记得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是站在田野里的高台上眺望远方，我看不到
很远的地方，因为有许多大树的遮拦，我只能眺望到远方冒着白烟的工厂林立
的大烟囱，还能听到远方火车道上的火车长鸣。工厂是我理想中现代化的代
表，火车轰鸣声满足了少女对未知的远方生活的精神渴望。现在我已经步入中
年了，偶尔看见那些有大烟囱的工厂和古老的铁皮火车以及坚硬的火车铁轨，
依然能唤起我许多美好的情愫，我知道，那些美好的情丝不会随着岁月而消逝，
它们会印刻在我的生命中，跟随我一生一世。

后来我真的离那些大工厂很近了，我也有机会坐上火车去很远的地方了，
但是那眺望的画面，那眺望的欣喜与渴望一直在我心里，每每想起，都感觉特别
富有生机并蕴涵美好！

再后来，我无意中看到一幅油画，画面是一个美丽优雅的外国姑娘站在山
坡的阳光下眺望远方，远方是闪烁着缤纷野花、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色泽纯净
的朵朵白云。我不知道姑娘在眺望什么，我不知道她心中所想，但是我从她专
注的神情和优雅的姿态上感受到一种我熟悉的东西，那种东西跟国籍、肤色、
年龄、远近都没有关系，那是一种来自人类心底的共同的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
向往。

我喜欢那发自心底的纯净朴实的盼望，不是好高骛远，不是异想天开，而是
生生不灭的对美好生命的热爱以及对生机勃勃生活的憧憬。人往高处走，水往
低处流，人们总是因为心中有梦想，所以脚步变得有力又坚强。

眺望，是一种信仰；眺望，是一种刚强；眺望是对美好的值守，眺望是幸福生
活的建设。眺望，使平淡无奇的日子有滋有味；眺望让平淡如流水一般的光阴
熠熠生辉；眺望使昏暗变得明媚，眺望使凝滞变得生动；眺望让缺乏营养的生命
充满盎然生机，眺望让前进的步伐充满铿锵力量。

你端详过婴儿寻觅妈妈乳房的眼神么，那是眺望；你凝视过等待恋人的
人急切的神态么，那是眺望；你体会过年迈母亲在村头的大树下迎接儿女的
情怀么，那是眺望；你理解此时此刻我年青的笔端流淌的汩汩深情么，那也
是眺望……

十五岁
我第一次踏上你的土地
热烫的阳光格外晃眼
懵懂间听见你的名字——北辰
长长的京津公路和车窗外
掠过的“振华商场”四个大字
就是我眼里你的全部

十七岁
我坐在刚刚落成的四十七中学
新校舍明亮宽敞的教室
身后仿佛有千万期许艳羡的目光
我享受这被甜蜜包裹的烂漫无忧
漂亮的绿荫球场和先进的多媒体

教室
你让我开始如此骄傲
努力读书
梦想有一天也会成为你的骄傲

如今的你
早已成为我深深的爱恋
你是渔舟唱晚
你是海河魂牵
你有古代皇家粮仓的美誉
你是我抹不掉的牵挂
断不了的根

我深深地爱恋你
你是美丽天津的北大门
你是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你是京津城际协同起飞的引擎和

臂膀
你是我立业立家的沃土
成长成才的港湾

我深深地爱恋你
你是郊野公园百舸争流的激情与

豪迈
你是曙光水镇万亩荷池的潋滟与

纯美
你是楼宇林立的首善街区
你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

我深深地爱恋你
你是我绕不开的北运河的蜿蜒
你是我放不下的希冀和情缘
待你之肩

揽我入怀
你豪情万丈
又百媚千娇

我深深地爱恋你
我爱你的每寸土地
我爱你的汪汪碧水
我爱你的幸福安定
我爱你的和谐宜居

而如今
我更爱你奋进无畏的姿态
你刀刃向内的勇气！
审批为民 服务至上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语！

不说不行 只跑一次
这流程最优的便利
是你经久不变的承诺
容缺后补 以函代证

这架起你我信任的桥梁
是你至真至爱的包容

“场景式、集团化审批”
五减四办 跨省通办
你披荆斩棘 你披星戴月
你无限的真诚 你守正创新的勇气

你听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你看
胸前党的徽章闪着金光
鲜红的党旗在这里高高飘扬
辛勤的北辰政务人啊
正在书写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你用至诚的使命诠释奋斗
你用无悔的初心践行承诺
为群众办的每一件实事
早已悄悄融入你日复一日的四季
占据你行色匆匆的晨昏

我深深地爱恋你
爱恋你心底那句高昂的呐喊：
请党放心！
北辰有我！

眺望
高学香

丌丌丌
丌丌丌
微小说

酱牛肉
朱睿

张婶要到城里帮忙照看孙子。在
汽车站，抓着老伴儿的手，千叮咛万嘱
咐，两人噙着眼泪告别。

一周后她苦着脸回来。歇了个周
末又要走的时候，老伴儿安慰她说：“儿
媳妇如果说难听的，就权当没听见，咱
不生那气。”张婶点点头，叹了口气说：
“你不知道，在城里我东西南北分不清，
过马路又不会看红绿灯，真烦。”
“时间长了，那都不是事儿。把孙

子看好才是最重要的。”老伴儿说。
“你眼里只有孙子，就没我了？白

让我挂念了这么久。干脆我这就走，也
不听你叨叨了。”说完，疾步上车而去，
看得老伴儿直摇头。

晚上，儿子家餐桌上。
儿媳妇做了一大盘酱牛肉，可是张

婶只顾埋头扒拉自己眼前的炒青菜。
儿媳妇把一大块牛肉放在她跟前，笑盈

盈招呼着：“妈，您尝尝。”张婶的手立马
像被烫了似的赶紧闪开，“我就愿意吃
自家种的青菜，你们吃吧。”说完把酱牛
肉又丢进了盘里。两人拉锯一样几个
回合，张婶获胜。她偷偷瞄了儿媳妇一
眼，好像满脸不高兴。
又一次吃饭，也有酱牛肉，可张婶像

看不见它似的，情景重现。儿媳妇眼珠
一转，冲儿子说：“儿子，快给奶奶吃酱牛
肉。”只见小家伙立即从盘里捞起一块，

冲着她下命令：“奶奶快张嘴！”“啊呀，我
的小祖宗，可别掉了，你快吃吧。”可对方
不由分说，直接给她捣进嘴里，她躲闪不
及，嘴边还给蹭上了些酱料，只好吃了起
来。儿媳妇偷偷的笑了。

又是周末，张婶回到家。吃饭的时
候，老伴为了犒劳她，特意买的猪头
肉。看着猪头肉，张婶突然想起了儿
媳的酱牛肉，咋摸着嘴说：“你还别说，
儿媳妇做的酱牛肉真是又好嚼味道也
好。”老伴一听，立即提议：“那下次也
带我一起去尝尝呗。”张婶收敛神色嘴
一撇，“谁要带你去？到时还不是和我
一样，东西南北分不清，连红绿灯都不
会看。”

老伴眨巴眨巴眼，把那盘猪头肉挪
到自己跟前，低着头嘟囔道：“不就是吃
了个酱牛肉吗？看把你给美的，你吃你
的酱牛肉，我吃我的猪头肉！”

我深深地爱恋你
张萌

平静的金黄，被风雨带进芒种
绿，是骚动的旅途
那些不曾忘却的霜雪，泥泞
在根须密匝的叙述里虚无
一块麦地
收留那么多苦熬的灵魂
现在，行走的麦杆
在田野站成笃定
而所有摇曳，疼痛
已化作五月托举的圆满

一块麦地，仿若还原宿命
所有伸展的麦芒像挣扎
又像五月，晃动的胜利手指

麦地
赵传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