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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在党五十年
宋洪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当
我接过党组织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时，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千言万语
汇成一句话——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

国家的兴衰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
我今年已近80岁，入党50年。望着纪念
章，回忆起过去的年代。我耳闻目睹了许
多苦辣酸甜，我用自己的成长历史来证明
旧社会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身上，而妇
女被压在最底层。我母亲生于1919年，她
十多岁时，看到蓝眼睛，黄眼睛的外国人
和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烧杀抢夺，抓壮丁，
侮辱妇女。当时少女们为了自救，把脸上
抹上黑锅灰，梳上老太婆头型，身穿又脏
又破的衣服，躲在深院小屋内不敢出门，
当时谁家有女孩儿就叫“私盐包”。为了
给家中减轻负担，母亲15岁就被嫁出门，
躲了虎穴，又进了狗窝。婚后被封建礼法
所管教，失去了人身自由。母亲42岁生下
我，当时的小日本更缺德，到处烧杀抢掠，
母女吃尽了苦头，吃不饱穿不暖，到处逃
荒，甚至夜里都睡不上一天安稳觉。女人
苦，男的也没有好日子过。我的父亲在外
国办的工厂里做工，受尽了剥削压迫，收
入很低，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经常

失业。四叔忍受不了非人的生活，新中国
成立前就参加了解放军，在东北参加了辽
沈战役，光荣负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父亲
进入了国营企业，他爱厂如家，经常被评为
劳动模范。四叔在部队被提干。母亲在农
村加入初级社、高级社，被选为妇女队长。
为了感谢共产党，全家人无论在哪个岗位，
都拼命干好本职工作。

在旧社会，女子没有机会上学。新
中国成立后，我10岁了终于有机会上小
学。没有共产党，我的命运会和母亲一
样，想不结婚都不行。上学后，我怀着一
颗感恩的心，积极学习文化知识，到三年
级我就能把老师教的字教给村里的文盲
和妇女。

当时我负责村内两位妇女和我母亲
共3人的扫盲工作，晚上吃完饭就教她们
识字，现学现卖，更促进了我的学习。我
从一年级跳级到三年级，一年级就加入
少先队，先后被选为小队长以及中大队
长，五年级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从
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担任班长，多次被
评为“五好生”，还经常参加区里组织的
文艺演出、夏令营等活动。那时各科老
师在业务上很努力，吃住在校，忘我地工

作。记得有位地理老师在黑板上画地图
又快又准，语文老师像演员一样，讲课生
动感人。最让我心疼的是一位东北来的
女教师，快生小孩儿了还坚持教课，其实
她家就住在校门儿对过。有一天，那位
东北女老师正上着课，忽然要生孩子了，
她还没跑到家，就把孩子生在胡同里了，
后来孩子起名就叫路生。

1961年我考入张家口建筑工程学
院。这所学校教学水平很高，还有实习
工厂，教师都是高级工程师水平，毕业的
学生都成为国家建筑栋梁。三年困难时
期来了，我们每天吃糠咽菜，冬天又冷又
饿，但是谁都不叫苦，仍然坚持上学。

当时中国人民刚刚站起来，工业不
很发达，生产资料比较匮乏，老天爷也不
给力，蝗灾、冰雹、龙卷风、暴雨等接连不
断，更是十旱九涝。玉米往往刚结粒，瓜
果蔬菜等快熟了，还没来得及收获就全
都淹死了。农民不但不能给政府上交粮
食，反而吃国家返销粮，给国家造成很大
负担。当时农民很苦，各级干部也很苦，
我把党员、青年团结起来，用扩音器广播
为群众鼓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还
组织青年突击队挖沟修渠排涝，那时候
人工实在太慢了，如果有现在的挖土机

该多好！
1971年6月，我被下乡的市农委和解放军

工作队吸收入了党，同年被推荐到天津师范
学院学习。学校派车从市内东北角车站敲锣
打鼓把我们学员接到那里，吃住都由国家负
担。面对这么好的机会和条件，我更加努力
工作和学习。我学习成绩是上等的，曾担任班
长、团支部书记、系党支部委员等职务。因那
一时期教师师资断档，我于1972年提前毕业，
回到本区和工农兵一道到教育系统“掺沙
子”，那时教师工资低，中学教师工资每月33元
—70元，什么福利都没有。我所在的边远校
比一般学校都苦，大家每天骑车往返几十里
路上班。因是新建校，教室少，教师半天上
课，半天到村里辅导学习小组。夏秋时节，我
们与学生参加农村生产队劳动，定期步行二
十多里地学农劳动，党员和教师学习、开会都
是利用晚上时间。

那时候工作虽苦，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真挚、热诚，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以
及周边地区，地震发生当天，老师们不顾自
家房屋毁坏，纷纷来到学校互相问候，工宣
队、校领导把仅有的塑料布、暖棚棍等发给
急需的教师。

令人难忘的是工宣队师傅利用节假日从
市区乘18路公交车来到终点站，然后步行几
十里路（冬天甚至徒步穿越北运河）到达北辰
区边远农村慰问教师们，大家非常感动。有
这样的领导，教师能不好好工作么！老党员、
老模范就是广大教师学习的好榜样！

战时铸英雄，和平出模范，我要向优秀
的党员干部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用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为
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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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河畔的慈孝传说
杨波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三章 英名慰世

张亚东、朱志根、朱颖均是杭州少年
体校培养出来的优秀教练。张亚东后任
国家队总教练，朱志根成为奥运冠军孙扬
的主教练，单英任“八一”游泳队教练。这
是经过几代人努力，50多年才出现这样

的成绩。段成业受到了浙江省体委、体育局的表彰。他说：“我只是按照穆老的方法
实施，为贯彻穆老的意图做了一些努力，把天津的游泳特色和工作作风带到了这
里。最终这些成绩的取得，让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没有辜负穆老的教导和培养。”
段成业从一个17岁的孩子到杭州，在那里凭着数十年的努力，数十年的积累，培养了
游泳运动员和教练员不计其数。如国家队前总教练张亚东、教练何新中和国际级教
练屈云单云等，都是段成业培养过的佼佼者。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他们又把穆成宽
的精神和训练方法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把杭州的游泳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在段成
业的影响下，整个杭州市，甚至浙江省各地区、市都建起游泳业校，推广他的训练办
法，从基层抓起，从小培养，土洋结合，坚持陆上训练，产生显著效果。尤其是孙杨获
奥运冠军后，掀起了游泳热潮。报名上游泳业校需要托关系找人才能进去。

穆成宽的确像杭州当初要求的那样，派去了最好的教练。因为他深知，派去
的教练不仅是代表天津市，而且也代表着他本人。他要对杭州负责，也要对自己
负责。穆成宽不仅看中了段成业的工作水平、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看中了段成
业的人品。他知道段成业一定能够胜任，而且绝不会给他丢脸。还是在1956
年，段成业在一次比赛时捡到一个钱包，立即把它交给了穆成宽，最终找到了失
主，是四川女排的一个队员丢的。钱包里有72元钱，这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干部
两个月的工资。成业拾金不昧的事迹被传开，受到了运动员
们的一致赞扬。改革开放后，穆成宽还记着这件事，专门到天
津作家协会请冯骥才写段成业这件事。 连载

工程任务完成的时候，随军工人的薪金发下来了，杨连第一看有34万元（旧
币）之多。又过了些时日，连首长听取六叔杨万生的建议，要工人们按各自的技术
高低和能力大小重新评定一次。由于杨连第表现突出，任劳任怨，大家提出为他每
月增薪100斤小米；而给他原在车站爬电杆挂电线工的师傅赵世全只加了50斤。
因为赵世全还在习惯着“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的准则。一听给自己加得少，赵世全
脸上有点挂不住，便抢着说：“我有意见，哪有徒弟比师傅多拿的？你们让他自己说
吧！”杨连第说：“师傅的技术比我强。”班长说：“现在还是战争时期，国家困难还多，
该增加的再增加，不能怕伤情面。”杨连第要求发言，经允许后他激动地表示：“我父
亲和3个兄弟都能劳动，家里有吃有穿就行了，不需要那么多薪金。咱是革命来
了，不是为了挣线！”这一番话立即博得战友们热烈的掌声，接着发言的工友受了他
的影响，没一个要求加薪的，都表示要像杨连第一样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赵师
傅嘴里咕哝着：“加薪不要，疯了？”六叔杨万生更是疑惑了好一阵儿，用奇怪的眼光
望着他，心里在想：“这是过去没有的事呀，世上哪有干活嫌钱多的？连第真变成另
一个人了！”

后来，杨连第的老乡边俊文在给新战士介绍英雄杨连第事迹时说：“人跟
人不同，行为来自思想境界。为自己，还是为国家（大众），也就是普通人与模
范的分水岭啊。杨连第后来之所以能成为英雄，恐怕这是根本的一条原因
吧？”

四、叔侄起争执

“大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
形势飞快发展，铁道部队提出了这样的动员口号。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出自老子
《道德经》。说的是万事万物积累的
必然过程。几千年来，老子博大而深
入浅出的哲学思想，融入到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形成百姓生活

的无形导向。中国人生命立足的支撑非常俗世化。比如“足”，从《道德经》
落入到生活里，就有了跟生活水乳交融的繁衍关系。在北运河岸边，一个与
“足”字相关的工艺制作，成为了孝亲的传扬，那种源于血脉的亲情，感动着
后代子孙。

1911年的一天，北运河右岸的庞嘴村，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登船辞别乡
土，来到并不遥远的天津南市口，凭着自己的手艺，从细微处积累，创办了一个
鞋店。这个青年手下的鞋，被无数人一步一步走出了一个鞋业品牌“老美
华”。110年过去了，老美华手工制鞋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资文化遗产项目。
庞鹤年这个名字也被载入了中国民族制造业的历史。

人们常说，老美华做的不只是鞋，穿在脚上的是天津人的回忆和情怀，在
这个百年津门老字号传承发扬的背后，有着一段令人感叹的慈孝故事。

当年，庞鹤年看准了推翻帝制，女子放足后女鞋制造的空白，他克服资金
匮缺的困难，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父亲给予他资金支持的同时提出了一个
要求：赡养姑姑、养老送终。庞鹤年的姑姑叫庞美华，终身未嫁。庞鹤年二话
没说，将姑姑接到自己家中。为了向父亲表明照料好姑姑后半生的决心，庞
鹤年用姑姑的名字“美华”为鞋店命名“老美华”，意为美华姑姑养老送终，孝亲
与敬老就是老美华生意的追求所在。

时光荏苒，老美华依然延续着慈孝的经营理念，诠释着老掌柜的一言九
鼎，以服务天下“姑姑”为己任，在制作上精益求精。

无独有偶，地处北辰宜兴埠的百年老字号老茂生品牌的创立伊始，也源
自一个敬老孝亲的动人故事。

老茂生始于三岔河口估衣街，其创办者是河北香河人周文山。为了挖掘
和梳理老茂生的发展进程，我来到周文山的故里采风，意外的遇到了91岁高龄
的周文山四子周栋老人。在与老人的交谈中，这个发祥于天津近代民族工商
业聚居地的老字号历史逐渐清晰。

1900年前后，二十几岁的周文山渡过潮白河经河西务沿北运河来到天津
估衣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周文山在东北角一代卖糖葫芦（天津叫糖堆
儿），而周文山不单是做生意养家，他还有着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寻找父亲。原
来，周文山的父亲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到天津赚钱，谁知，这一去杳无音讯。周
文山费尽周折打听到父亲曾经在东北角一代谋生，于是便动了下卫寻父的念
头。一天找不到父亲便一天不回家，这是周文山对自己下的决心。最终，周
文山也没能找到父亲，但以寻亲为动机的闯荡天津，却促成了老茂生这一民
族品牌的诞生。

鼎盛时期的老茂生，与估衣街瑞蚨祥等老字号齐名，在关外和山东等地
开设了分号，一时声震业内，周文山却始终没有忘记寻父的初衷。老茂生的
糖果发往全国各地，每一个包装上贴着寻父启示，周文山期待能以这种特殊
的方式实现父子团聚，他的这份孝心令人唏嘘。
“足”有行走的意义，“老美华”“老茂生”，以孝亲敬老的经营理念，“走”出

了享誉国内外的品牌，这两个民族品牌带着亲情的温度，每一步都走得温馨
而扎实。“老美华”和“老茂生”也把北辰和香河两个地域以慈孝联系在一起，作
为两个手艺匠人的出生地而受人敬重，天津南市、东北角更因“老美华”和“老
茂生”而留下商业鼎盛时代的故事。

运河扬波

为生活着色
——林逢水《啊喔哦》随想曲

刘万庆

每次去青松岭

都总觉得有辆大马车

在我身后追随

纵使拐过一道道山湾

再穿过那道大梁

也甩不掉

可能是与记忆中的

那部老电影有关

泃河的水很清
在河床之下就像一面镜子

显影我的脸庞和心底的世界

爽爽朗朗的

岭上的梨花开了

像雪花在空中肆虐

让四月忘了形状

山下已有蜜蜂的翅膀

和铧犁一起煽动

播种一地有梦的种子

感觉青松岭是新破土的

嫩的鲜亮

那条泃河不是钥匙
也能打开山门

涌进许多游人

星星和月亮被水镇的霓虹迷失

云彩在广场上翩翩舞蹈

一扇扇柴门挂上了民宿的招牌

要不是谁把带着情节的浮雕

戳在青松岭的路边

让岁月用年轮回放《青松岭》电影

我都忘了

其实青松岭是有故事的

青松岭浮雕

那天，阳光正好

直泻而下

照在那片浮雕上

照在那片像老电影胶片般

古铜色的岁月上

在青松岭驻足下来仔细看

眼前的浮雕

浮雕上不同表情的面孔

显得清晰

那只握紧鞭子的大手

执着有力

那辆大车的车轮

正从层峦叠嶂的大山里

从重重迷雾的拐弯处

匆匆穿行而过

让灵魂来不及躲闪

马车藏着的小筐已不是秘密

钱广却在青松岭的故事里老去

大虎和小梅的青春

以一个符号的姿势

定格在岁月一隅

隔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

遥远距离

他们被雕塑成眼前的记忆

青松岭即景

突然转身

看见青松岭上

红果醉了那片山

板栗落满在那片地

那个长得像小梅的姑娘

正把一群都市的游客迎进小院

他们吃完小鸡炖蘑菇后

来到青松岭电影浮雕下

用天津话讲述浮雕上的故事

声音很大

像岁月喧响震耳发聩

身边又一辆大车匆匆掠过

还是那道梁

还是那面坡

还有那首老歌

往往，人生的脚步撵不上悲剧的速度，当你踮起脚尖眺望前路时，悲剧的戏
码再次上演，令你猝不及防——诚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
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当然，亦可从林逢水《啊喔哦》中获得一些信息。

1950年出生的逢水君，父母双亲晚年身体欠佳，四弟儿时患急性脑膜炎
留下后遗症，一直单身未娶，逢水嫂遭车祸开颅术后成为植物人……这一连
串的创痛，让不相识的人听后摇头咋舌，唏嘘不已。那年逢水君47岁，整夜手
把手侍候病妻。当他的大名依旧响誉津城各个新闻媒体后，令熟知他的同事
和朋友们在油然而生的心疼与同情之余，又平添了太多的感动和敬重。当
然，你从他曾经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季晓涓写在《啊喔哦》前页《序·他钟情于这
个世界》中窥见一些端倪。

逢水君是为数不多的坚守农村宅屋的“处级”，他还是那个谦逊、幽默、阳
光、干练的新闻人。在逢水嫂车祸后植物人652天初醒时，他见着我说：“你嫂
子能吃东西了，也认得我了！”说这话时，他高兴地像个孩子，在我有些模糊的
目光中却那么高大。

倏忽间，逢水君终于来到了退休的人生拐点。他在照料病妻之余，还帮
着侍弄自家的小菜园。晚间得闲，梳理那些在岁月沉淀中发育成长的思想的
麦垅，捡拾那些散落在乡亲故旧间的情感谷粒——于是，便有了十年后这本
《啊喔哦》选集。

然而，许多部门单位和晚辈也一如既往地请教、求助。2019年乍暖还寒
的仲春时节，逢水君正在刚失火的四弟家收拾残局，又接到采写宜兴埠旧村
改造专题片《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求助电话。经过20多天的采访，在1万4千
多字初稿将成的晚上，他与2003年启动拆迁时的主管副镇长高学明在网上
核实情况。采访人遇见了知情人，内行遇见了内行，特别是工作狂遇见了工
作狂——这次在线访谈，从调查摸底、政策方案到申办《拆迁许可证》；从一个
个史实资料到文字表述；从同期声穿插到画面处理……从晚上8点到凌晨4
点——交流往复，字斟句酌，一气呵成！

今年以来，北辰区部门志编修工作进入全面收官。正是在《文联志》的终
审会上，逢水君受邀拍照。在我主笔、评审、参议的3册内容不同部门单位志
稿中，所采用署名或未署名的历史照片，有相当一部分均出自林逢水的镜
头。他发表在2001年第四期《北斗星》上的《新闻摄影三字经》引发反响。退
休以来，他整理分类编号存档的1993—2005年胶片达3.2万帧，2005年改用数
码相机的照片数据更达十数万张——这无疑是他又一笔巨大的精神文化财
富。从《啊喔哦》多彩诗配照的艺术表现形式上，又可显见逢水君作为职业级
摄影师的造诣与勤奋。相信每个人都会从这些照片中回味出人与岁月的密
码、因果、色彩、醇厚。像极失而复得的普洱茶饼，经得住珍藏，亦经得住冲泡
和品味。

逢水君敬赠我签名本的《啊喔哦》设六辑，每一首诗都独具鲜亮的画面
感。怀念篇·忆亲思友：一生平平凡凡/没有颂歌没有壮举/我将沿着父亲那条
光明磊落的人生路/在自己面前伸展伸展（《父亲的路》）。战友篇·四海兄弟：
钢轨轧岁月，风钻穿石岩/顽石露狰狞，压顶头上悬/险象环生处，生死一瞬间/
壮士何所惧，高歌永向前（《工程兵战士小唱》）。百姓篇·乡间辑录：我们深爱
着这片神奇的土地/纵然在千里之外也会把你挂牵/说出爱上北辰的一百个理
由/骄傲自豪胜过万语千言（《爱上家乡的一百个理由》）。拾穗篇·万物启林：
一粒小小的种子/会长成一束“火把”/一捧红红的“玛瑙”/会化作万顷红波
（《高粱曲》）……

细读《啊喔哦》，他把对亲朋好友的眷恋，对家乡祖国挚爱，用镜头感的诗
语、诗言，或广角俯瞰，或微距特写，弥漫在《啊喔哦》的字里行间，也萦绕在读
者的心田，给我以“诗评”的冲动与灵感！

生活并不总是顺遂。若期望值偏高，则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诗的意境往
往需由读者自己营造，美好生活的色彩也需要个人自行描画。犹如和谐社会
不欢迎整天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容颜需保养，心情需要化妆。既然逢水君
在命运的击打与考验中坚如磐石般扛住，我们便期待他有更多的新作给读者
的惊喜和启迪！

松树自古以来被人们用来比作
崇高的象征，坚强的化身。

唐李白诗云：“为草当作兰，为木
当作松。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
是讲作草应当作兰，香风四溢，卓尔

不凡。要是作树应当作松，松树在寒冷
的冬天仍然永葆青春，不改容颜。

近代陈毅有诗云：“大雪压青松，青
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寓意一个人暂时受到伤害与压制一定

要挺直腰杆，不要被一时困难所吓倒。
待到雪消云散，雨过天晴，经过洗礼之后
方显出英雄本色。

河北承德有棵天下第一奇松，树龄
千年，树冠硕大，占地亩余。千百年来郁
郁葱葱，苍苍翠翠，当年乾隆御笔亲题
“九龙松”。

古今中外文人赞美松树皆因松树之顽
强坚定，不屈不挠，不卑不亢，傲然屹立。
这些精神与风格不正是一个人在成长的过
程中必不可少难能可贵的高贵品质吗！

青松岭印象
高山越

（外二首）

松柏之茂
师彦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