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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洞前祭英魂
刘凤云

从兴隆去往承德的公路途中，约25公
里处鹰手营子境内，公路南柳河岸边有一
道神奇的山洞风景，由于洞口呈不规则的
四方形，所以称之为四方洞。此处为旧石
器时代洞穴遗址，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
值，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近几年开发，
每年都有上万人来此探索她的来龙去脉，
寻觅她的风韵神奇，欣赏冬日里此地冰山
的魅力，观光冰瀑的美妙！

美景背后有个英雄故事流传兴隆。
在建国前夕一个严冬里，曾有一位刘胡兰
式的妙龄女英雄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于洞前在国民党十三团的屠刀下献出
宝贵的生命！

每到清明时节，呼呼的北风诉说着历
史的昨天，哗啦啦的柳河伤心的泪水滂沱
涌流成河！是对燕赵大地女英雄的祭奠与
怀念。

她出生在兴隆县境内雾灵东山岭一个
深凹秀丽神秘的深山沟里，长大后嫁到鹰
手营子担任妇女领队，二十岁光荣加入共
产党，她的大名骆秀英。她常说，入党就是
为党牺牲一切，入党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
终生！

秀英动员并支持丈夫杀敌上前线，她
在村里协助区县干部，进行土地改革分田
地。一天突然接到上级命令，承德国民党
十三团匪兵，进犯营子兴隆。为了百倍警

惕加紧防范应对入侵之敌，她立即将枪支
弹药、军鞋等隐藏在干草里，利用驴车运往
山沟里娘家，妥善裹好放在不被注意的猪
圈棚上。
此刻，敌人已进村，弟媳劝她暂时隐

蔽，她轻轻摇了摇头，称那样会伤害相邻，
导致村里鸡犬不宁。为了保护战备物资，
为了掩护广大群众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她
要尽快把敌人引出村，秀英故意暴露自己，
义无反顾地走出家门，然后跑向后山的万
木丛林中，引诱敌人向后山其身影追去。
敌人果然穷追不舍，边跑边喊：“抓活的，弟
兄们铆劲追！谁追上，赏20块现大洋！”秀
英毫不畏惧快步如飞，一口气攀崖越至最
高山顶，疯狂的匪寇在一步一步逼近，面临
陡峭悬崖险境，已经无路可选无处可攻，在
万分危急时刻，她纵身一跃消失在山下丛
林中，匪寇胖猪一般呼哧呼哧好一阵才爬
到山顶，然而早已不见秀英踪影。勇敢的
朝秀英纵身开了几枪，敌人的子弹从秀英
头顶飞过。

原来幸运的秀英被树枝拦住，使这位
女英雄绝处逢生！两小时后她奇迹般苏
醒过来，艰难的扶着树干爬起来，咬着牙
一步一步地朝山下挪动，趁夜色强忍伤痛
终于回到娘家，进屋第一句话，“那些枪支
武器？”

弟媳急切欣慰告诉她，“武器保住了，
你一百个放心！”尽管摔伤疼痛难忍，秀英
还是露出欣慰的笑容。

一九四七年冬季的一天，国民党十三
团再次进犯兴隆一代，秀英得到消息，立即
组织乡亲转移东南沟里。由于汉奸告密走
漏风声，凌晨敌人突然出动一个营兵力，包
围了那条山沟，威胁着乡亲们生命安全，此
刻秀英已组织群众转移成功，最后只剩秀
英和当地民兵连长陈世荣，只好在村内一
个农院暂时隐蔽，不料被坏分子告密，不幸
落入顽匪罗网中！残忍的敌人当众行凶，
用闸刀当场杀害了民兵队长陈世荣，然后
审训妇女队长骆秀英！

敌人要她说出武器枪支地点，以及

区县干部去向！“我要的是穷苦人民得
解放，天下安宁享太平！想从我这得到
消息痴心梦想！”秀英英勇无畏不退缩，
被带回匪寇驻地昼夜审讯拷打，结果敌
人的美梦彻底破碎！匪寇气急败坏疯
狂逞凶，翌日被带到鹰手营子四方洞
前，面对敌人的反复逼问威胁，秀英大
气凛然怒火满胸，“你们这些没有人性
的强盗，绝没有好下场，要杀要剐给个
痛快何必啰嗦!迟早你们会接受人民的
审批，毛主席的队伍很快就会打回来把
你们彻底消灭干净！”那声音气壮山河，
响彻云霄！令匪寇毛骨悚然胆战心
惊！一个猪嘴獠牙的匪寇，抄起尖刀，
恶狠狠的插进秀英的胸膛，然后将女英
雄拖到闸刀前……，场面惨不忍睹，苍天
愤怒……党的好儿女骆秀英，为了掩护
人民群众，在兴隆县和鹰手营子一带即
将解放前夕，为了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不受损失，为劳苦大众脱离苦海，年仅二
十二岁，将鲜血洒向燕山主峰雾灵大地，
英勇就义壮烈牺牲！

骆秀英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她的牺牲
重于泰山，因为她为新中国的诞生，在最危
险的时刻，保住了党的秘密，践行了共产党
人的初心，捍卫了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和伟
大气节！鲜血染红了党旗，她的英雄气概
让雾灵顶峰的青松更挺拔，让高山上的杜
鹃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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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园 高跷
杨波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三章 英名慰世

1970年，体校在原有的25米短池中加盖
了顶部，终于有了第一个室内游泳池，可以进
行常年不断的水陆结合训练。以后又陆续兴
建10个大型室内50米标准池。段成业在杭
州体校担任了40多年的游泳教练、教研组

长，直至退休，仍在发挥余热。至2015年，从事教练工作55年，带好教练一班人，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他在训练中贯彻了穆成宽的十六字方针，即“从小培养，打好
基础，系统训练，积极提高。”常年训练的学生5000余人，由于杭州的基础训练雄厚，
先后为浙江省、杭州市，以及全国、部队、高校等输送了40余名优秀运动员和一大批
优秀教练员。在全体教练员的共同努力下，培养出一批优秀选手，使杭州市名扬全
国，成了全国游泳看浙江，浙江游泳看杭州的说法。

从杭州籍运动员在历届比赛中取得的成绩看：
单英（女）4×100米接力赛队员，奥运冠军。教练：段成业、楼红梅、朱颖；
翟韵（女）100米蝶泳奥运第四名、200米蝶泳世界冠军。教练：段成业，短池、

楼红梅；
罗雪娟（女）100米蛙泳奥运冠军。教练：张亚东、韦仁照；
杨丽（女）200米自由泳世界冠军。教练：柏自悦、何新中；
陈桦（女）800米自由泳和1500米自由泳世界冠军。教练：吴霞君、魏珠；
吴鹏200米（短池）蝶泳世界冠军。教练：吴霞君；
孙杨200米、400米、1500米自由泳奥运冠军，800米自由泳世界冠军。教练：楼红

梅、朱颖；
叶诗文（女）200米混合泳、400米混合泳奥运冠军。教练：

魏巍；
付园慧（女）50米和100米仰泳世界冠军。教练：吴鹰。 连连 载载

墩顶只有很小一块地方，几个人挤在上面用镐头刨施展不开，洋灰只一小块
儿一小块儿地往下抠，进度太慢了。杨连第看出了窍门，抄起一根撬棍爬上墩
顶，把撬棍插进裂缝用力一橇，洋灰就呼啦啦地掉下一大块！这一来，用的人少
速度却快多了。正在大伙干得起劲的时候，杨连第突然失脚从七米高的墩顶上摔
了下来，头跌破晕了过去。同志们都吓慌了，班长刁树贵急忙组织大家把他抬回
连队。

当杨连第睁开眼，看到徐翔指导员正坐在炕边，手抚在他的额上试着温度。
“摔得怎么样？身上哪儿不舒服？”指导员亲切的话语让杨连第心头一热，这是从
未有过的被人关心的感觉。“不要紧，指导员，年轻人磕着碰点没有关系，你放心
吧！”杨连第说着就挣扎着坐起来，指导员赶紧把他按下，不让他动。卫生员给他
换药、打针，炊事员送来点心、面汤，指导员接过面汤来亲自端到杨连第嘴边。杨
连第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他说不出一句话，只接过碗来大口地喝下去。指导
员知道他的心情，临走安慰他说：“革命部队就是咱们的家，论岁数我还得叫您一
声哥呢，互相照顾是应该的，你不要心里过意不去。好好休息吧！”指导员刚走，
连长郭金楠又派了与他同班的战士赵才照顾他，要他至少休息3天。杨连第叨念
着工作又想挣扎起床，赵才忙把他按倒，给他盖好被子，安慰他说：“杨连第同志，
你不要急，养好了再上现场。”赵才左右不离开他：他上厕所，赵才赶忙过来搀扶
着；他要喝水，赵才双手端到跟前……杨连第后来像哀求似地对赵才说：“好兄

弟，你看我就是头上破了一层皮，不要紧！你不要管我了。”赵
才说：“不能这样说，人是肉长的，破一层皮也是疼的！”杨连
第长久地沉浸在激动里。第二天他实在忍耐不住了，坚决走
到了现场。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笔者1943年出生在塌河淀边的芦新
河村，至今在此已生活近80年了。今年年
初，当举杯饮下由市饮水场送来的自来水
那一刻，我心情激动万分，期盼几十年能
喝上合格的自来水之愿望，终于在远郊的
这里实现了！我衷心感谢党和各级领导
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饮水思源”，在我入学之后就多次见过

这句成语，而且几十年来随处可见，可想而
知这句成语在我国有着多么深远的意义。
新华词典这样解释该成语：喝水的时候想到
水的来源，比喻人在幸福的时候不忘掉幸福
的来源。本文就水的来源，我专题对几十年
来村民的饮水情况，做一下简要的回顾。纵
观整个过程 ，我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建国前这里的村民饮用水是
天然水。自我记事起，本村老村台之北
有东西两个大坑塘，小时听老人们讲，那
是当初建村时村民盖房脱坯、垫地基取
土形成的，于是客观上起到了雨季蓄水
的作用，村里人饮用水全到这里来取。
我家居住坑塘附近，那时看到沿坑塘一
带的村民们，都将生活垃圾倾于坑塘南
岸的边上，后来为使水“干净”些，在倾倒
垃圾的地方筑起一道较高的土埝，这个
方法是否科学，当年年幼的我并不懂这
些大道理。

第二、长达几十年村民们一直饮用地
下水。全国解放后的第2年，村里筹资打
了村史上第一眼供村民饮用的深井，村民
们从此结束了长期喝臭坑水的历史。多
年来，随着地下水位的变化和农村经济的
不断发展壮大，村民饮用水井在管理上不
断升级，发生过多次变化：从数量上看，由
当初的一眼井发展到后来的四眼；从水井
管理看，由开始的自流水到后来需要机器
提水；最早村民饮用水需往返多次担水才
装满一缸水，后通过多次变革，将从井里
直接提水变为水节门控制的自流水；1984
年在村环境改造中，地下铺设了自来水管

道，把地下水直接送至村民家中，村民生
活用水越来越方便了。但这里需要提及
的是，这一阶段的村民饮水，我认为起码
还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每天只给水
一次（因涉及用电而不得不这样做），当遇
特殊情况时有个别户易断水；其二，这里
的地下水含氟量高，长期饮用，会导致人
的骨质酥松，容易造成骨折、弯曲等骨病，
故这里的老人腰腿有毛病的甚多，有的甚
至在生活上不能自理。

第三、自2020年开始，在全镇创建美丽
乡村中，统一喝上了由自来水。村民们喝上
引滦水和南水北调的黄河水，为惠及子孙后
代的重大利民举措而欢欣鼓舞。事实充分
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
有共产党才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共产党
时刻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不负全心全
意为人民的伟大使命。作为中华儿女，我们
要坚定地听党的话，跟党走，为党的伟大事
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今年是我党的百年华诞。我们振臂
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胡杨的精神不朽，胡杨的风雨岁月不
朽。胡杨是我一生的好伙伴，是我青春岁
月的人生向导。你扎根在边防线熟悉的
土地上，是你默默无闻的心声，我和你一
样，曾经都是守卫祖国边陲的卫士。

想起你的时候，心与祖国的大漠还那
么亲；想起你的时候，生活中的意志还像
当年那么坚强；想起你的时候，仿佛告诉
我，边关虽苦，但我一到阿拉善便不觉得
苦。你是我的榜样，你是戈壁沙漠戍边军
人的楷模。

胡杨树是不老的，是不朽的。茫茫戈
壁沙漠深处，心中的胡杨精神风采依旧，
心中的祖国边防线有多少胡杨般的军人
啊，让自己的青春亮丽在边关。

金黄色的胡杨是一种深情演绎。胡
杨的根扎在荒芜之地，但胡杨为了祖国每
一寸土地眷恋，不堪寂寞，感召一茬茬边
防军人一信念坚定，安心戍边，以艰苦为
荣，青春无悔，爱洒边关写真情。

几十年风风雨雨，一直在心中惦记着
老胡杨，惦记着西北边防线上我的哨位，
惦记着第二故乡每一粒沙，每一晨曦来
临，惦记着沙漠里春天的胡杨细芽，惦记
着秋色宜人的西北夕阳。

岁月时光里边有我思念的老战友们，
有胡杨树下训练场上难忘的回忆，有秋天
胡杨独具特色魅力的画面，有黄沙漫天飞

舞的时候，见到老胡杨为我们打气，祖国
的边关一寸土不能丢，沙粒里边就是艰苦
岁月考验。我为祖国戍边防，一辈子艰苦
岁月永难忘。

胡杨精神是边防军人的戍边精神。
又是 30 多年遥远的梦幻，老胡杨您好
吗？新战友们你们好吗？想到这些时，
我在细雨蒙蒙中忙碌于绿色的家园里，
当兵这些年了，身体很棒，翻地，种玉米，
栽红薯、辣椒。让自己懂得劳动艰辛，懂
得辛勤汗水结晶，让自己吃过的苦都结
出果实。

胡杨千年不倒，千年不死，千年不
朽。它是最美丽的树，它是边关最忠诚
的卫士。它经得住风沙肆虐，经得住盐
碱干旱侵蚀，经得住寒冷和炎热，昂然
屹立在边关，坚强品格让我们油然而生
敬意。它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树，守望着
祖国边防线。胡杨精神就是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胡杨精神就是
以边防为家，安心戍边，扎根边疆，勇于
奉献。

遥望家乡绿色的田野，麦穗的波浪轻
轻摇动，更思念心中的老胡杨了。它就像
一首诗，一首生命延续的诗，给我们的生
活注入一种动力。生如胡杨，做人如胡
杨，以胡杨为榜样，无瑕的爱融入脚下深
情的土地。

俗话说：“山不转水转”，
200多年前，北运河岸边，这
个“转”字，被漕运的兴旺扩
大引申了意义。白日竞帆，
夜晚挑灯的北运河岸，“转”，

脱离了动词所要表达的意思，它的含义模糊又清晰，融进了渔樵
耕读的生活情态，牵连了跟水有关的民间文化形式。一个“转”
字，把因水而传进来的高跷表演，跟本土嫁接了，形成具有凝聚力
的北辰非遗传承项目。

关于高跷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但有一点是共识的，那就是
艺术源于自然，源于生活。北运河岸边的人们更愿意相信，高跷
的雏形是远古时期，海边驻民捕鱼的动作，他们脚上绑着长木
棍，手持木制成的原始工具在浅海捕鱼。这个无稽可查的联想，
其实源于北运河水的滔滔不绝。清朝嘉庆21年，海乐高跷经海
下传入上蒲口村，像是有着天然的缘分，上蒲口融武跷、文跷的
精华，把打鱼的、砍柴的、种田的、读书人的传说故事，贯穿于表
演中，用“高难奇险”的动作博得观者的喝彩。27年后，上蒲口的
高跷表演声名大振，这一年，道光皇帝途径于此，微服观看了表
演，当场传下御旨“与民同乐”，从此同乐高跷成为了上蒲口村的
巨大荣耀。

1921年，上蒲口同乐高跷带动不远处的王秦庄村创立了一个
表演内容相近，但风格不同的王秦庄同议高跷。2009年，王秦庄
同议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北运河边还有一个传说跟高跷有关。110年前，一艘渔船靠
岸李嘴村，船上一个壮汉，远远看到两个青年在踩高跷，突然就萌
生在此定居的想法，接来一家老小，在李嘴村教授年轻人高跷技
艺，创立李嘴同和高跷。人们这才知道，原来这位来自远方的汉
子生在高跷世家，他看中了李嘴，也成就了“李嘴同和高跷”经历
百年风云后，2016年5月成为北辰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7
年5月成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稍远离开北运河，在刘安庄村，高跷的创立有了匡正民风的
意味。1921年有个叫洪峰的刘安庄村民，为改变村风不正，到上
蒲口村拜师学艺，组织刘安庄村民以高跷表演，促进相互间的团
结，取名“同心”高跷。

同是以打鱼为生，清朝道光年间的宜兴埠大淀小淀连成一
片，同样缘于水，一个叫赤盐滩的地方，那里的高跷传入宜兴埠，
取名永长高跷。表演动作以大幅度扭动来体现欢快奔放。

北辰境内的几个高跷老会表演，在形式上有着共同的特征，
把渔樵耕读的人物穿插交集在一起，用生动逼真的故事，表现出
了农耕时期的生活信仰，生存状态和文化内涵，具有鲜活的民俗
情态，是运河文化动态的保存。

从上蒲口高跷创立至今200多年来，北辰境内的高跷与运河
文化相依相存，运河文化滋生并维护着高跷表演的持续不衰，高
跷表演也在传承着运河文化。丰富的表演形式，内涵深刻的表演
内容，体现出了包容、开放、外柔内刚的运河文化特质，北辰的民
间文化是大运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运河文化也哺育了北辰
人民一代一代积极进取，建设家园。

运河扬波

心中的老胡杨
陈广会

饮水思源三步曲
陈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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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红烛，会想起那些在教育战线上追求、奉献的人，会有一
种情感溢满心间，敬仰一种职业，敬仰一种精神，也让多少故事融
化进日子。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只小小的红烛，是教
师最好的象征会和着怎样的心香，在生命的最深处绽放成一朵灿
烂的花。用一生的温情，化最美的殇。

谢谢你们，每一个眼中有光心底有爱的良师们，是你们为孩
子们点亮了一盏盏心灯。如一只一只红烛，在岁月里散成碎片，
投映在无声的夜幕。一只红烛。让一份情化做一滴泪，燃烧了自
己，温暖着别人。

历史的光阴上覆盖了最初的心愿，红烛精神，被赋予了时代
的诠释。“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一比/可是
一般的颜色？”当年一多先生用最感人的诗章禅悟了一种思想，成
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多年来，多少人用心血和生命书写了红烛精
神，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务实敬业、立志成才，报效国家定格在
红色的烛光。

该用什么传承，该用什么歌唱，让教书育人的“红烛精神”演
绎时代的锋芒，可以是大江东去的豪迈，可以是惊涛拍岸的气度，
可以是杏花春雨的韵味，可以是平凡朴素的衷肠。

每一名教师都是一只燃烧的红烛，照亮中华民族文明传承的
轨迹，燃烧了誓言，璀璨了光阴。在静静的守望里，把一种神圣点
缀上万朵鲜花。

一只红烛很小，却雕琢最大的世界，在透明的时光里写生命
的无畏、唱人间的大美。红烛，让生命里唯一拥有的财富，从一而
终，不埋怨不抱怨。

生命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能像红烛一样多好。挥挥洒洒让
生命如此璀璨，即使没有人记得。一只红烛让生命诉说着不一样
的精彩，只以自己的方式赋予目光里精彩。无论丑美，无论贫富，
红烛的光都会尽量去照亮，即使流完最后一滴泪水，也要让生命
永恒，然后留下独一无二的精彩。

一只红烛用一生诠释生命的可贵，我们活过，只一次，却是最
真实最长久的财富，感恩生命，渲染生命，让烛光一路照射生命，
让心灵纯净，像一只红烛用自己的生命之力量震慑人心，活出最
真的韵味，不辜负每一秒生命赋予的精彩，一路徜徉尽情的在这
世界为生活颂歌。

我们仰望红烛，仰望历史的天空，让历史的精彩汇成一个民
族震撼历史的脚步。红烛精神是一种霸业和雄图，是一种墨香和
诗赋，是大漠里的驰骋，是太空中的舞步，红烛透出的诗香琴韵，
浸润着不朽的时光，连接起今天和古往。

感恩时代吧，做一只红烛，驱散了心灵窗口的云雾，去春耕、
去夏耘、去秋获、去冬藏，去求索于科技、去根植于沃土、去登泰山
小天下、去临东海看日出。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点亮一盏心
灵的红烛，心底会坦荡成康庄大路，任一种态度、一种行为、一种
理念荡漾。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红烛是给予、是交付、是奉献。
红烛是“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自我生存中不知
不觉呈献给人类社会的礼物；红烛是“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
泥更护花”的默默无闻精神。做一只红烛吧，即使生命不在了，也
不忘用自己的躯体滋润、呵护光明。

让我们想那些辛勤的老师致敬吧，让我们都像他们一样拥有
一颗平常心吧，努力做好每一件事，认真善待每一个人，这或许就
是红烛精神的本源。

做一只红烛多好
胡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