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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的人
郭永生运河 运河

杨波 《咱当兵的人》这首歌里唱道：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
着朴实的军装……头枕着边关的明月，身披着雨雪风霜，为了国家安宁，我们
紧握手中枪。的确，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他们的青春与生命里有着不同于其
他人群的特殊属性：默默无闻、忠诚奉献、果敢担当、勇于牺牲。我们永远记
得这个英雄群体的杰出代表：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强渡大渡河的18位英
雄、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杨连弟、罗光燮、于庆阳……他们用生命
为人民开拓幸福的生活，捍卫着共和国主权与尊严，他们的鲜血让八一军旗更
加鲜艳、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更添威严。

在共和国的大地上，当兵的人，不只是现役军人，还有数千万退役军人，对
于他们来说，生命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后悔。军营里留下他们
的汗水、血水、甚至泪水，他们从军营里带走坚韧、顽强的品格与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崇高信念。他们在军营之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风范。

北辰区诗词楹联学会会长杨光祥老师是一名退役军人。我刚认识他的
时候是在上世纪末，那时他是区志办的主任，而我当时则受南王平镇党委与
政府委托担任《南王平镇志》文字修撰工作（和另外两名同志共同担任主
笔）。杨光祥主任到镇里指导镇志的编纂工作，从他的话语中我能感受到
条理清晰，直率明朗，没有任何赘言。后来我加入了诗词楹联学会，更多地
体会到他表达时的直率，开始感觉到他应该是士兵出身的人。作为北辰区
党史研究的专家，杨老师多次在各种活动中作党史的宣传教育。他讲安幸
生，对烈士的崇敬之情融于他激动的讲述中，许多展馆里没有的资料和故
事从他的讲述中被人获知，可见他平时对安幸生的深入了解；他写杨连第，
查阅几百万字的资料、数千幅图片，走访几百位知情人士，几十次信函联系
他生前部队，数度赴沈阳中国人民志愿烈士陵园，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
基础上，完成了《英雄杨连第的故事》，为读者生动地展现了英雄光辉的生命
历程。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杨光祥永远坚持传播正能量，弘扬民族精神，
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

他叫殷栋梁，有近20年的军旅生涯。他比雷锋晚一年入伍，都在沈阳军区
服役，是雷锋的战友。作为沈阳军区《前进报》的记者专注宣传雷锋精神，他的
稿件多次获得《解放军报》一、二等奖。同时搜集雷锋的照片，在部队期间向给
雷锋同志拍照片的摄像师张峻老师详细询问雷锋同志事迹。宣传和践行雷锋
精神，是殷栋梁老师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1997年从天津重型机械厂退休后，
他更加不遗余力地投入了宣传和践行雷锋精神中：他跑遍了天津市的160多个
公园，拍摄4000多张照片，制作了《天津百园百联》画书，30米《天津百园行》长
卷宣传美丽的天津；收集雷锋同志珍贵照片200余张，精心设计、制作了“学习
雷锋，军营唱响新时代；励志人生，彩梦酿红大中华”19米雷锋长卷，在集贤体育
公园、集贤里小学、集贤里幼儿园展出。2020年4月雷锋长卷被抚顺市雷锋纪
念馆收藏；创作了歌颂雷锋精神的诗歌100多篇，被教育部授予“全国百姓学习
之星”称号；关心青少年成长，多次被评为“五爱”教育辅导员、天津好人、天津市
优秀志愿者、最美退役军人。殷栋梁老师永远记得自己是雷锋的战友，是永远
的人民战士。

这位一条腿稍稍跛着的男人叫郭永勤，但在南王平村老百姓的心里，他
是站得最挺拔的汉子。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曾经在天津消防总队服役过四
年零三个月。四年多的时间锤炼出钢铁的意志、强壮的体魄、精湛的技术、
奉献的品格。他参与百次以上的扑灭火险的行动，冲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队伍的前列。1976年唐山大地震，天津市许多地区也遭受到震灾的凌虐，作
为代理班长的他带领自己队员，投入了艰苦的抗震救灾斗争中。经过长达
一个多月的奋战，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个人和所带领的班受到上级
的嘉奖。退伍后，他担任村里的民兵连长，也是当时村里的“看青”队长。他
多次抓住并处理偷窃集体粮食的村民，保护村集体的劳动果实。在处理这
些事情时，面对自己的父老乡
亲，加上其他关系的劝说干扰，
他总是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公正严肃地处理。作为“全适
捐血者”，他多次为生病及发生
意外事故的村民献血，无私支
援。他作为村委会负责人时，
为了村里的大事小情奔走，从
未有过迟疑与彷徨，辛酸、委
曲、家人的抱怨……都让他苦
恼过，但他永远不忘入伍时的
誓言：永远忠于祖国和人民
……他的付出得到村民的认
可：当他发生意外车祸需要输
血时，村里几十人奔赴天津血
液中心……

我不是军人，但我敬佩军
人，谨以这一阙词致敬：

父辈华夏名显赫，留美学成归新国。
历经磨难终不悔，赤子心胸比天阔。
学富五车多著作，杏坛不倦勤授业。
呕心沥血论泵机，导引今朝蓄能热。

1955年清华大学水利系开始筹办
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简称水动专业），
当年招收五年制新生，1960年首届学生
毕业。因为这个专业水、机、电三方面
的课程都学过，毕业生很受水力发电等
部门欢迎。1960年开始该专业为我国
与水力发电相关设计院、研究所，水力
发电厂、水力发电设备制造厂及水力发
电管理单位培养了大批高级技术及管
理人才。胡锦涛同志1965年就由该专
业毕业。

1958年兴建的天津发电设备厂当
时是我国第三大水力发电设备制造企
业又邻近北京，因此成为清华水动专
业学生的实习基地之一。特别是天津
厂担任了密云水电厂首台国产蓄能机
组的研制任务，而这项任务正是清华
该专业老师的积极提倡才得以实现，
因此天发厂水轮机设计人员与清华水
动专业老师在工作中频繁联系，我也
荣幸地与各位老师相识，特别是认识
了为人谦和、专业知识渊博的梅祖彦
教授。

梅教授祖籍天津 ，其父梅贻琦先
生1889生於天津。1908年首届第一
名毕业於南开中学。1909 年参加清
政府游美学务处使用庚子赔款的招
考，被录取为首批赴美留学生。到美
后赴吴斯特理工学院 (WPI) 学习，
1914 年毕业于该校电机工程系。归
国后即在清华学校工作，后又去美国
芝加哥学习物理，获硕士学位。1925
年清华改制增办大学部。1931 年他
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时
期清华与北大、南开大学联合为西南
联合大学。梅贻琦先生主持联大日常
工作。抗战胜利后继续任清华大学校
长。1948 年 12 月离开清华大学南
下。1950年初到美国。1955年11月
去台湾主持台湾清华研究所（后发展
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1958年 7月
出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长”。1962年7
月在台大医院辞世。享年 73岁。梅
校长其公正严明的作风，坚持民主办
学，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受到师生的
欢迎和敬重。

梅祖彦教授1924年生于北平（今
北京）。幼年随父在清华园及美国成
长。少年青年时期又随父回北平。抗

日战争时期随父去云南昆明。1942年
18岁时由西南联大先修班保送入联
大本科。1943 年 1月至 1945 年 4月
响应号召为抗日美军任译员。1946
年 9 月译员工作结束后到美国麻州
WPI 大学复学，插入机械系 2年级。
1949 年由WPI 毕业，10 月入芝加哥
IIT 大学机械系研究生。1950 年至
1953 年在新泽西州Worthington 水
泵厂、压缩机厂工作。1954年 3月克
服重重困难，心怀报国之志经法国、瑞
士于6月回到祖国北京。在美学习期
间 1949 年获学士学位，1951 年获硕
士学位。

梅教授回国后被分配至清华大
学水利系水动教研室从事教学及科
研工作。几十年来在这个岗位上勤
勤恳恳工作为国家培养了无数的水
力机械领域科技人才。梅先生只潜
心教学和科研。晚年他曾淡然地说：

“尽管遇到了各种挫折，但为社会主
义建设的责任心没有动摇，考验只会
加深对自己使命的认识”。寥寥数语
表达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赤子心胸，
令人无限钦佩。

梅教授在清华大学不仅为本专业
学生讲授水轮机“辅机”课，而且还为电
机系（电、企 ）和机械系（制、压）讲授
“水力机械”，为给排水专业讲授“水泵”
课。据同学反映：梅先生讲课思维敏
捷，语言清晰，板书精美，内容理论联系
实际可谓学富五车，躬身杏坛辛勤授
业，深受同学们爱戴。此外梅先生英文
娴熟，教学之余，博览中外水力机械方
面的专著和各种杂志，并结合自已工作
实际潜心编写教材和“水力机械结构及
制造”（英文）专著，在抽水蓄能机组及
抽水蓄能电站方面也倡导清华大学创
建了水轮机实验台并综合自己在“水
泵—水轮机”理论及实验研究成果呕

心沥血撰写出版了“抽水蓄能技术”
“抽水蓄能发电技术”等专著。这两本
专著是我国从事“抽水蓄能”技术的科
技及教学人员不可缺少的经典。为了
宣传抽水蓄能机组在电网中的重大作
用他又与水电部规划设计总院的专家
编写了“抽水蓄能电站百间”的通俗读
本。这本书在电力工业领导和技术人
员中广为流传并阅读，其为推动我国
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引导作用。

梅先生虽父辈身世显赫，我国改革
开放后，他又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国际
水力研究会（简称 IAHR)—国际水力
机械技术方面权威性机构的中国实际
代表等职务，但他始终保持教书育人、
和蔼可亲的教授本色，在和天津发电
设备厂水轮机设计人员的交往中始终
平易近人，笑容可掬，成为我们的良师
益友。

每当站在北运河岸边，看着平静的
河水，我的内心却翻腾不息。运河，这
是一条贯通祖国南北的衣带之水。今
天的运河之于我，既熟悉又陌生，以至
于，站在她的近旁，依然对她有一种隔
阔相思。

每个人童年时见到的景物，在某种
意义上来说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还
记得童年时，北运河边的落日仿佛大
得出奇，在它的光耀下，田间地头，运
河水边，都可以捡拾到一片一片贝壳，
长年下来，竟也收集了不少。出于一
种不能名状的心绪，童年时经常把玩
这些残破的，色泽斑驳的贝壳，寻思着
它的来处。后来，听大人们说，我的家
乡北辰是古退海之地，这样，贝壳的身
世就有渊源了。那时，我以为，贝壳就

是北运河前世的附着物，它会永远在
河边滞留，会千秋万代在孩童的嬉戏
间迎送白昼和暗夜。可是，后来我的
那些贝壳失落不见了，运河边的村落
也一个一个消失，只在河岸留下鸟迹
虫丝。望着流淌了太久，已经失去强
劲波涛的北运河，念悠悠往昔，到底什
么能见证眼下小城小镇的古老历史？
我们运河两岸的历史和文化会不会如
我的那些贝壳一样散落？

每一个人有他的童年，一个地方，
一个民族有他的文化童年期。“儿童是
人类之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人如何健康生存的问题显得尤为重
要。而文化遗产能直观显现出祖先高
远的心理品质，那些好奇的、开放的、
创新的、灵活的的思维方式导致行为

上的欢笑、惊奇、信任等在很多非遗项
目中体现出来。从这方面来说，北京
是幸运的，南京、武汉、西安……他们
都是幸运的。紫禁城、夫子庙、黄鹤
楼、大雁塔，这些传导着中国人文化基
因的旧迹，让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在四
季变换、昼夜交替中以不同的面貌昭
示着炎黄子孙。当纷飞的大雪给他们
覆盖上一层亘古的白色，网络上立刻
有人说：“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南
京就成了金陵；西安就成了长安。”这
不禁让人感叹，大城，终究是大城啊。
感叹之余，当人们把目光投注到那些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城小镇，他们的
旧迹古史早已被社会发展的大潮冲刷
得面目全非。我们，寻找“生活化保
护”的“非遗人”，要想回顾他们的过

去，只能求诸于文献。
而文献与当下的隔膜感却难以穿越。
北辰区赵师泉先生曾辑录北运河

民间故事为册，语言朴实凝练，携读者
去观望往昔北仓廒的殷实，运河船只
的穿梭往来，但沉浸其中，总不免会生
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怀，在赵先生用
文字营造出的古朴意境中展开恣意的
想象，似看到，京津两地的文人到此赋
诗、墨客来兹对句之景，何等风雅！而
眼下的北运河似乎只有缓流的安详，
如老人，沧桑了阅历，千帆已过，还有
什么能唤起它的激情与创造呢。一个
地域的青春创造力，需要能量的传递，
北运河畔，曾经的商贾云集，买卖兴
隆，那种巨大的文化活力，今天有待我
们找准新的发展起点，重新焕发属于
这片土地的激情。

北辰的“非遗人”，为了给北辰文化
史留下些可观的可触摸的传承，不让子
孙后代留下贝壳遗失的遗憾，走访，拾
遗，试着把北运河两岸的非遗文化略略
的集成，聚成一个从现代通往历史的码
头渡口。

一翻书，北仓就成了尹儿湾。

“夏读书，兴味长。荷花池畔风光好，芭蕉树下气候凉。”夏天到了，天气酷
暑难捱，人们解暑的方式很多种，开空调，泡泳池，吃冷饮，而我喜欢在浓浓绿荫
下读书解暑。即使夏日炎炎，心烦气躁，一卷诗书在手，一杯绿茶在案，也觉得
清宁幽静，暑气渐消。

夏天读书，与其他季节比是最随性的，晨读可于鸟鸣中醒来，气温清凉宜
人，伴着初生的朝阳，在晨曦中诵读；午后读书，世界是安静的，阳光正长，绿荫
正浓，蝉鸣正欢,读书正当时；黄昏到入夜，更是读书好时候，有晚风习习，有蛙
声轻鸣，有流萤如灯，这样一个氛围，何等闲适惬意。一卷在手，书香盈室，慢慢
的思绪飘入书中的字里行间，炎热渐消，只有心中的丝丝凉意。

夏天品茗读书，不仅可解暑热，净化心灵，有利于身心健康，那书中萦绕的
清凉也让人如入其境。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而夏天读书，无疑是心静的最佳方
式。不妨翻开书读读，看看书中的清凉。

白居易避暑最有心得，他有一首《消暑诗》：“何以消暑热，端坐一院中。眼
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
同。”诗人一人静坐院中，任清风吹拂，心无杂念，怎能不凉快，就是心静自然
凉嘛。白居易还有诗为证：“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
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凉由静生，静由心出，避个暑都参悟出哲理来，不愧
是大诗人。

品读高骈的《山亭夏日》:“绿树荫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
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每吟此诗，眼前便尽是那山亭浓浓的绿荫和粼粼的池
塘，微风吹拂带来满院蔷薇香，这样一幅山亭避暑图，似乎读过都能感到清风洗
尘，清水沐浴的清凉。慢慢你就会体会到“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一切燥热
烦恼尽消，一丝清爽之气弥漫全身。

沈从文先生说他夏天读书的经验：“在雨后的仲夏白日里，麻雀的吱喳
虽然使人略感到一点单调的寂寞，但既没有沙子被风扬起，拿本书来坐在槐
树下去看，还不至于枯燥。”仲夏的午后，暑热已被小雨带走，空气中弥漫着
青草的气息，先生坐在槐树下，翻开一本书，伴着鸟鸣，享受着绿荫的清凉，
书中的精彩，会让你早已不觉炎热，这份宁静淡泊，优雅闲适，非读书人不能
体会。

我喜欢在夏夜读书，沏上一杯绿茶，屋里茶香氤氲，月光如水，夜风习习，蛙
声轻鸣，莲荷飘香，此时在书海中遨游，感受书中的情景，与书中的人物共呼吸，
同牵挂，渐渐就会物我两忘，进入书中的世界，暑热早已消散，带来的是心中清
凉似水。

让我们把夏日的时光，更多地交给那些诗词歌赋和美文华章，让书籍净化
我们的心灵，荡涤心里的尘埃，去除心中的浮躁，让生活多些淡泊宁静。书中
有我们藉以消暑的清凉之风，如入山林峡谷，溪水潺潺，树木葱茏，绿荫蔽日，
有花香阵阵，有鸟鸣啾啾，有夏雨微凉。此时的清凉，是远比空调柔和也沁入
心扉。

夏日读书好时光，去书中觅得那份清凉和悠然，这个夏天不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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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三章 英名慰世

1953年夏天，在天津市游泳比赛中，
王冠民获少年组50米蛙泳及100米蛙泳
二项冠军。比赛完，王冠民刚刚从游泳池
爬上来，穆成宽就对他说 :“王冠民, 走！
李市长叫你。”穆成宽领着王冠民去见了当

时在现场观看游泳比赛的天津市副市长李耕涛。李市长表扬道：“王冠民, 你游得挺
棒！长大了要为国争光。”同年9月，王冠民进入天津一中。他每天早晨6点钟和白祗
向到“二池”参加陆上训练，然后去上学。下午放学后直奔穆成宽家，继续做陆上训练。
和队友们在穆成宽家的客厅里，对着一面大镜子模仿游泳和滑冰动作，练习压脚板、蛙泳
跪腿、蹲起等。在穆成宽的教诲和指导下，王冠民的身体素质，技术水平及运动成绩都得
到了显著的进步和质的飞跃。1956年2月，他被选入国家游泳队，除了在匈牙利专家高
尔基教练和杨玉群指导下进行水上训练外，仍坚持按照穆成宽的训练方法，每天清晨在
树林里打坐练气功、深呼吸、十三势、蹲桩、跳台、橡皮拉力等，进行陆上训练。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王冠民100米蛙泳的成绩就提高了十几秒，200米蛙泳提高了20多秒。

1957年3月，王冠民转到上海市游泳队，成为上海市男子100米自由泳和4×
100米个人混合泳二项的上海市纪录创造者和保持者。1959年6月30日，他参加
上海市游泳比赛，打破男子4×100米个人混合泳的全国纪录。1959年9月，在
第一届全运会游泳比赛中，穆成宽对国家游泳队总教练穆祥豪讲：“王冠民将来一
定是咱们国家最优秀的教练之一。”

王冠民不负穆成宽的重望，自1962年6月担任上海游泳队教练员后，在训练上一直
延用穆成宽传统的训练方法，如十三势、蹲桩、跳台、橡皮拉力等，特别是学习借鉴了穆成
宽在训练中以表扬鼓励为主的心理训练法，再结合各个时期现代游泳的发展趋势，先后
培养出30余名优秀游泳选手，后来成为全国冠军；郑健、万强等10余名成为亚洲冠军；
薛磊、叶蓓蓓、孙佳林、蔡慧钰等成为世界冠军；以及培养过周明、韩祖鹤、八一游泳队总
教练罗惠明和台湾省台北市游泳队总教练蔡轩宇、孙志辉，台
东市游泳队总教练徐嘉良等优秀教练员。周明教练后来又培
养出庄泳、杨文意、乐静宜三名奥运冠军。 连载

这可让杨连第喜出望外，当即找到六叔杨万生和好友赵世全、边俊文、高凤
鸣、高方田商量，要不要去报名。杨连第说，就是不知道咱们算不算技术人员。杨
万生经多见广说：“去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过了些天，杨连第和赵世全几个人就照报纸上公布的地址，赶到了天津市一
区（1956年改称和平区）赤峰道二十八号报名处，才知道他们的架子工技术正为解
放军铁道纵队所急需，如果录取了，就可以随着大军去修铁路，而且年龄不限，待
遇很高。结果大家是一拍即合，一致同意到自己的队伍上去发挥特长，用自己的
技术去为国家服务。报名后不久，经过审查，他们都被批准录取了。2月底，他们
就告别了父母、妻儿，在乡亲羡慕的目光中，一起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成为铁道纵
队第一支队第一桥梁大队的随军职工。

二、和战士成了朋友
1949年3月13日下午，驻在河北唐山滦县的铁道纵队第一支队第一桥梁大

队欢迎新招募的技术工人，杨连第、杨万生、赵世全被分配到了三连。三连已投
入大桥修复战斗5天时间，遇到了不少困难，当听说盼望已久的老师傅来了，指
战员们都跑出村外很远迎接，把杨连第等师傅们围起来，争着和他们握手，亲亲
热热地问好，抢过行李给背上。杨连第还没有走进房子，心里就感到了异常的
温暖。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的家庭生活，决定他们都按薪金待遇，每人每月34
万元（旧币）。刚一听，杨连第很高兴，感到终于靠自己的努力能赚钱养家了。
再细想，也有点不痛快：这些随军职工年纪有大小、技术有高低、出道有早晚，家
庭负担也不一样，怎么能一刀切，都拿一样的薪金呢？过后没人的时候，他把这
心里话跟六叔念叨。六叔本就是个火爆脾气，经侄子一提醒马上表态：“是啊，

怎么咱们解放军也这么不讲理呢？”于是就直接去找连里提
意见。指导员徐翔是个文化人，就开导六叔说：“这样的规
定全军都一样啊。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摄影 周童

怀念梅祖彦教授
高道扬

梦之眼

（上）

书中自有清凉境
陈虹

风霜雨雪锻忠魂，
热血铸青春。
军旗猎猎风展，
战友最情真。

离队伍，
泪湿襟，
意难分。

一声喝“到”，
命寄河山，
报国终身。

诉衷情·军旅一生

运河扬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