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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三章 英名慰世

这一年的7月，17岁的段成业带着穆
成宽的亲笔信到了杭州，受到当地体委的
热烈欢迎。杭州市体委主任一再说：“谢
谢穆老给我们送来了段成业教练。”段成
业马上被派上用场，任杭州游泳队主教
练，并率领浙江省航海多项队参加第一届

全运会。还是一个小青年的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回来后，立即开始实
施他的训练计划。

创业时期是最艰难的，杭州游泳一切从零开始。段成业完全采用穆成宽的战
术，首先从组织制度和培训办法上转变，从基层普及抓起。当年组建起杭州青少年
业余体校游泳班，他亲自到各个小学拜访体育老师，动员学校开展游泳课。动员了
一个老师就等于抓住了四五十个学生。在他的真诚诚恳和深入细致的动员下，老师
们把班里学生都给他送来了，有的校长也跟着一起把孩子送来，将杭州游泳运动在
市区各个小学全面展开,为他挑选优秀选手苗子打下基础。

这些学生从不会游泳开始，先教会他们下水，学会游泳后，再从中选材，进入游
泳队。杭州游泳起步时一无所有，没有训练器械，没有室内游泳池，仅有一所大学
有露天游泳池，一年只能在室外池练4个月，其余全靠陆上训练。段成业把穆成宽
的拉力、站桩、矮走、跳台、地面爬行、气功十三势等训练方法全部传授给学生。学
生们每天清晨5点多起床训练，他对学生进行基础体能训练，锻炼综合能力，进行
全面素质培养，坚持多年，始终如一。

段成业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制定一天的训练计划，批改学生的日志，晚上
还要孜孜不倦地学习。为继续深造，他先后在北京体院、上海体院进修，不断充实
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教学水平，同时聘请穆祥雄等游泳教练多次到杭州讲学指导。
穆成宽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多次到杭州视察，给予学生鼓励和指导。

在教研组全体教练的团结努力下，杭州的成绩从零开始，逐步走向辉煌。杭州
籍运动员成为浙江游泳的主力，使浙江的游泳成绩领先全国。田径队看到段成业的
训练方法后，也来向他请教，让他指导练深呼吸、练十三
势。段成业的敬业精神和工作业绩引起了市领导的重视，
市政府加大投资，加强对游泳设施的建设。 连载

1949年4月，铁道纵队第一支队第一桥梁大队接受了修复石门车站到北戴河铁路
线上各桥梁的任务。杨连第随三连到了七十六号桥工地。
开始是修桥墩。白天灌注混凝土，12小时终凝后还要浇水保养，以保证和加速其

正常硬化。浇水本是战士们的事。杨连第看同志们劳累了一天过意不去，特别是看到
20岁不到的小战士又困又乏的样子就心疼，因此每晚都是主动要求，到六七里外的桥
墩去浇一次水才感到松快些，这样一干就是7天。

下一道工序是移梁。七十六号桥是双线，下行线有一孔钢梁被敌人炸毁了，上级
决定把上行线的钢梁移到下行线来，保证一条线路先通车。当时没有起重工具，移梁
是个大难题。大家的眼睛都望着新来的技术工人，可那么多身怀绝技的师傅们你看
我，我看他，谁也不知怎么办。杨连第被责任感所激励着，不断地观察、思索。最后在
他的指导下，战士们在钢梁底下搭起枕木垛，用短钢轨撬起钢梁再往上垫枕木，接着一
点点起高，把钢梁顶起放在钢轨上，然后抬上平板车推到下行线，移梁、架梁一次成
功！这是杨连第到部队后第一次显露超人的智慧。“杨连第同志真有办法，称得上是我
们的‘师傅’！”大家都这样说，指导员徐翔也鼓励他：“你想的办法很好，给大家解决了
大问题。”杨连第心里十分痛快，想着在旧社会自己做过多少事、出过多少力，但换来的
都是饥饿、打骂和嘲笑。他有生第一次得到了这样真诚的鼓励和安慰，很满足。

对于杨连第的初显身手，他当时所在第一大队大队长王万祥在回忆录《光辉的旗
帜杨连第》一文中写道：“部队抢修被破坏的（滦河）大桥时，在极度缺乏机具的情况下，
杨连第同志第一次显示了他杰出的劳动智慧。在起吊钢梁时，缺乏起重设备，他提出
‘在跌落的钢梁下面搭枕木垛，用短铁轨代替起重工具’的办法，解决了抢修施工的困
难，完成了紧急通车任务。”

三、“咱是革命来了！”
部队接着修复滦县七十一号桥。七十一号桥二号桥墩

被敌人炸掉了半截，必须把墩顶铲平才能重新浇筑混凝土
架梁。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故乡情
米庆起

我是一名从教四十年的教师。如今学
生们都工作在各条战线。从教师岗位退休
后，心中总是迷恋着我的故乡——姚庄！姚
庄是我生长、工作的地方，这里的乡亲憨厚
朴实善良，姚庄曾经是抗日根据地，有着历
史的辉煌。

曾记得儿时听父亲讲我爷爷是一名地
下党，干着伪警察却专替百姓除暴安良，后
来被还乡团坠石沉水溺亡！

家庭的基因中纯厚善良代代相传。我
父亲是一名老党员，1958年为村民通了
电。父亲50多年来总是冲在抗旱排涝抢
险第一线，父亲助人为乐经常为乡亲们排
忧解难。

记得小时的农村贫穷落后，土坯房、泥
泞路、土井水、夜晚村子里一片漆黑。乡亲
们下地干活用的是草帽、泥壶、破棉袄和一
把锄头。

吃的是棒面饽饽、咸菜，喝的是沟里
水，可吃的喝的都挺香！

小时候天天盼过年吃饺子、炖肉、穿新
衣服。新年的第一天晚辈们都会给长辈们

去拜年，见面都互相问候过年好！每到夏
天三五成群的人们聚在一起侃大山那真是
其乐融融！还有的去河里淘鱼、捉蟹，我是
经常和小伙伴们干这手活。
记得我13岁那年刚刚放学回家，妈妈

对我说今晚没有菜吃，我二话没说拿起盆
子和筛子去了机排河边的沟渠，用泥搭上
埝，截断一段水面，不停淘水。一会儿工夫
一小盆活蹦乱跳的小鱼，尽收盆中。当我
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片小树林时，看着
盆里的鱼、听着归巢的鸟叫声，不由得编了
一首打油诗：
茫茫一片小树林，
杂草丛生露淋淋。
树上鸟儿喳喳叫，

盆里鱼儿蹦蹦跳。
每到冬天乡亲们互相串串门，说说家

长里短消磨时光。老人们多半围着煤球炉
子打瞌睡。浓浓的乡土气息、乡情味道真
让人难以忘怀！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土坯房已
寥寥无几，并且无人居住，成为村子发展历
史的见证。整齐的砖瓦房鳞次栉比，稀烂
泥泞的土路早已被水泥路面所取代，健身
娱乐场所有好几处，人们酒足饭饱之后，分
别来到几处广场，唱歌、跳舞、抖空竹。每
到夜晚路灯闪烁如同白昼，空调免费安装
入户冬暖夏凉，每年的电损国家还有补贴，
一户一厕方便卫生免费安装，长江水代替

了地下水，打开龙头随时有水。现在的农
村与城市，真没什么两样。农村早市也是
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样品全、还质优价廉，
真是热闹！

农业机械化早已代替了锄头。泥壶、
破棉袄、午饭吃棒饽饽咸菜、喝沟里水的情
景，早已被保温杯、矿泉水、大小饭店所取
代！乡亲们劳动之余下下酒馆，叙旧亲热
谁花个百八十元都不在乎。近些年来好多
村民过年自驾旅游到外地过春节。

去年我退休，我翻盖家里祖传40年
老房子，重新进行了设计装修，装修后
的老宅真是宽敞明亮，生活在此总有一
种金屋银屋没有自己老屋的好感觉。
我和老伴的晚年生活，大多半将会在这
里度过！

姚庄村变了，变得是那样的干净整洁，
绿树碧水、蜂飞蝶舞、蜻蜓点水、蛙鸣蝉唱、
鸟儿喳喳，空气如此清新，真是让我晚年的
退休生活幸福安康！美哉尽在乡村。

我想念我的亲人，我喜欢农村的生活，
我爱生我养我的姚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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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李老师
杨柳

戒烟
赵殿奎

夏去秋来，又是一年教师节。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我又想起了高三复读时教
过我的李老师。

那一年，我高考落榜后，情绪很低落，
作为一名复读生进入了区重点中学一个
应届高三班里。报到第一天，班主任李老
师接待了我。这是一位男老师，四十多
岁，英俊帅气，眉宇间透露出学识和智
慧。他让我坐下来，递给我一杯热水，向
我详细介绍这个班的情况，还鼓励我高考
失利没有什么，振作起来，跟着班里同学
一起进步。当得知我成绩差在地理上的
时候，他的眼睛一亮，高兴地说：“我就是
教地理的，跟着我好好学一定能跟上。”

开学了，第一堂课就是班主任李老师
做学前动员，只见他大踏步走进教室，用
威严而有磁性的声音说：“高三是人生重
要阶段，要振作精神，师生共同努力，为高
考冲刺加油！”话音刚落，掌声就热烈地响
起来，让我增添了信心。

地理课时间到了，李老师走进教室，把
教案往桌子上一放，脱稿给我们讲起来：
“同学们，你们既不用记笔记也不用翻书，
只要你们好好听课！”这样的教学方式我还
真是第一次见到。他面带笑容诙谐幽默，
大家聚精会神倾听，不时发出阵阵笑声。
炎热的夏天，并没有阻挡同学们汲取知识
的热情，没有一个在课上趴着的，睡觉的，
都在精神饱满跟着老师的节奏思路走，让
我们如周游世界般愉快地记住了哪是山

脉，哪是河流，哪是中国古建筑。下课了，
同学们还意犹未尽。从此，我爱上地理课，
更爱上了这个幽默风趣的班主任。
他常说，高考就是一场战役，我们每

一名学生要有乐观向上和不甘服输的精
神，才能打赢这场战役。为了让我们保
持健康的体魄，晨曦微露，李老师就早早
来到学校，7点准时带着我们围着操场跑
步，课余还带我们打篮球，那火热的场
面，既锻炼了我们的身体又愉悦了我们
的心情，使同学们驱散了疲惫和压力。
我也很快和同学们融入一起，再没有自
卑和失落感。
李老师还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偶尔我

有了情绪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时，李老
师放学就会让我留下来，和我谈心：“是不
是又有情绪了？高考都有失利的时候，这
不算什么，要放开自己。”我用力点点头。
渐渐地，我阳光起来，上课发言踊跃了，笑
容多了，成绩也上来了。
在李老师的带领下，高考成绩我们班

平均年级最高，我的地理成绩一跃考了85
分，和同学们一起都如愿考上了理想的大
学。当我们带着鲜花去看李老师时，李老
师幸福地把我们拥进怀里，欣慰地说，你
们都是好样的！
遇上一位好老师是一生的幸运。虽

然和李老师相处仅有一年时间，但他却深
深地影响了我。每次想起李老师，心里总
是充满幸福。

世界需要英雄

不然孩童的小手要牵着哪里

不然成长的历程该有多孤寂

不然受伤的心怎么恢复宁静

不然我将何如遇见你

又将如何拥抱你

抚平世界潮汐

照亮我生命

世界需要英雄

但我需要你

什么是旅行？每个人有不同的答案。有的人享受这“久在
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豁然开朗；有的人疲于舟车劳顿，抱怨遭
罪；有的人兴致勃勃出发，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见到想象的风景，
只能感叹看景不如听景；有的人不管不顾，只要在路上，就是美
妙的体验。
每个人对旅行的理解不同。有的人认为是奢侈品，有的人认

为是试用品，有的人认为是调剂品，有的人认为是生活必需品。
每个人对旅行的感悟不同。有的人一生忙忙碌碌，不曾开启

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有的人犹犹豫豫，去哪里和怎么去是困扰
他们的问题；有的人困意绵长，认为在家里睡个够才是假期的标
配，旅行是他人的选择；有的人累并快乐，在旅行中与家人协作，
增进感情，使得旅行更具意义。
有的人的旅行是单枪匹马闯天涯，有的人的旅行是情意绵绵

的“侣行”，有的人的旅行是携家带口的家庭欢聚，有的人的旅行
是团队狂欢。无论哪种形式，旅行都有跳出生活看风景的魅力；
旅行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虽然旅行过后，腰酸背痛，但是我依旧无怨无悔。因为旅行，

我看到不同的春天的花、夏天的绿、秋天的果、冬天的雪。感谢家
人在旅行路上及归来后对我的照顾，耳边依旧是路上大家的笑
声，心里依旧充满甜蜜！

今年是牛年，大年初三是我的生日，这是我84岁生日。这一
天，亲人们早早地忙活起来，因为又是过年又是过生日，喜庆非
凡，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庆祝活动在一家大饭店举行，包了一个单间，20多人围坐在
大圆桌前，女儿特意在好利来食品店花了将近400元订做了一个
生日大蛋糕，巧的是，外孙女也送来了一个大蛋糕，一时间，妙趣
横生，大家喜笑颜开，点燃小蜡烛，一起拍手唱起“祝你生日快乐”
歌，欢乐气氛达到高潮。接下来，争先恐后给我送贺礼钱……场
面十分感人，叫我喜不自胜。其实我不缺钱，每月的养老金花不
完。喜的是，亲人们对我的关爱和亲近，这是出自肺腑的亲情，更
使我感动的是，大姑爷给我买来一件大红毛衣，我穿在身上，暖在
心里。

一晃，84岁了。几经风雨，又度春秋，感慨万千，百言难尽。
我是一个普通工人，在天津针织厂一干就是37年。前半生，起伏
不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受到厂工会重视，成为《天
津工人报》通讯员，又公费参加了《人民日报》函授学习班，结业
后成为多家报社和市广播电台通讯员，发表稿件日益增多，随后
加入了天津摄影家协会和天津市作家协会。80岁时，出版了两
本文集和四本摄影集。

这牛年的生日，收获亲人们热心关怀，收获了自我奋斗的成
果，内心充满了喜悦和幸福。

其实你就在山底

只是由于天黑

你才看不见近在咫尺的石头

我捧起它的时候

它的身体已有了小暑的温度

我在学校，在家乡

在遍布亲人的地方

此时，没有孩子的校园

多了一点蛙鸣和鸟声

它们好像直接和我对话

似懂非懂里我渐悟它们火热的激情

我的脚步停滞

我的岁月如歌

校园西山和更远山已在月光下渐露

轮廓

像一个个安静的巨人

我久久地凝望

没有对话的交流此时更有意义

不由自主的我心存感恩

好像我的精神寄托

找到了归宿

学校，一个生命的寄托

我从走出学校又走入学校

角色变了

由学生当了老师

那种体味真的幸福

还是那所学校

我的老师还在

只是头发斑白

但一直将学校当成家

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学生脸上洋溢着微笑

在老师的眼里

像一朵朵开放的花

老师依旧朴素平凡

但他们托举起初升的太阳

朝霞已经染红东方

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今天，学校的夜色很沉

我在迎接暴风雨后是的那道彩虹

今年5月31日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直观看，吸烟的人确
实减少了，但与无烟的要求还有距离。吸烟有害健康已被科学
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结论，但我国吸烟者仍众多，有三亿多人
之多，每年因吸烟引发疾病而死亡的人超过一百多万，并有年
轻化趋势，令人担忧。开始吸烟，有的是受环境影响，有的出于
好奇，一旦吸烟上了瘾，再想戒烟可就难了。许多烟民也想戒
烟，然而戒了，又吸；吸了，又戒，反反复复，真正戒了烟的少之
又少。

我曾经是个烟民。小时候，在我们农村，火柴是稀罕物，能省
则省，大人吸烟，就叫我们小孩儿到灶火坑去点烟，在灶火坑点
烟，必须吸一口才能把烟袋点着；一来二去在给大人点烟、服务中
我学会了吸烟，但没有上瘾，吸也成，不吸也成。1962年，纸烟纳
入国家计划供应物资，作为大专学生，我们有资格申请烟票，我
就成了在册的正式烟民。我也想过戒烟，但没有决心，一是对吸
烟危害认识不清，不知道吸烟的严重后果。二是认为吸烟是一种
交际的工具，俗话说烟酒不分家，认识不认识，递上一支烟就拉近
了距离。同事间互相递个烟，可以增加情感，有利团结。三是认
为吸烟也花不了几个钱，吸烟的人，没有因吸烟穷的，不吸烟的人
也没有省钱变富了的等等。由于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戒烟始终没
有提到日程上来。

我第一次戒烟是1963年，我被分配到芦台一小，我们宿舍三
个人，两位老教师都有蚊帐。我刚参加工作，没钱买蚊帐。芦台
是海滨之地，蚊虫相当厉害，尽管两位老教师非常注意门窗关
闭，仍有蚊子钻进屋里来，我就成了蚊子进攻的唯一目标。不
久，来了一位新校长，他检查宿舍。发现我没有蚊帐，当即决定
叫我搬到他宿舍，他也没有蚊帐。我们俩相依为命，互相关照。
新校长吸烟很凶，一天一盒烟，有时还不够。夜间他咳的厉害，
我劝校长戒烟。他也想戒，说为了纪念我俩戒烟，明天我买一盒
儿好烟，咱俩猛吸一晚上回头就借了。转天校长果然买了一盒
大前门，这对普通百姓应算顶级好烟了。我俩边聊边吸，过足了
烟瘾，第二天就都戒了烟。没过一星期校长去县教育局开会一
天，晚上回来后，校长对我说，他忍不住又吸烟了，我说吸了那么
多年，一下戒也难，吸就吸吧，尽量少吸点儿。我俩戒烟以失败
告终。

戒烟要真戒，下决心戒没有戒不了的。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吸
了一辈子烟。子女陪他一起去医院看病。经CT和磁检查确诊肺
癌，大夫叫他戒烟，他马上把烟戒了。经过化疗等治疗，现已恢复健
康。可见只要下决心，想戒没有戒不了的，不吃饭会饿死，不喝水会
渴死，没听说过不吸烟会死人的。我吸了14年烟，严重时吸得舌苔
又黄又厚，食欲不振，我下了决心戒烟。正好调到一个新单位，就说
不会吸烟，难受了几天还是把烟戒了。我已经戒了45年的烟，多好
的烟对我也没有吸引力。

当然戒烟也要讲究科学方法，吸烟惯惯的，突然不吸了，身体
可能出现不适的反应。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戒烟要有一个过
程，从吸多到吸少，量上加以控制，从吸得少到不吸也行，再彻底
戒掉。

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没学会吸烟的人，特别是未成年人，
一定要远离吸烟。已经吸烟的人下定决心戒烟，要到医院，在大
夫指导下采用科学的方法确保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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