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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打秋荷风骨劲
杨柳

每到秋天，总是有些伤感。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
使我突然想看心仪已久的荷，于是驱车来到以荷著称
的北宁公园。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园林公园，林木幽深，道路两
旁高大的杨树直冲云霄。迎着密密匝匝的细雨，走在
宁谧的公园里，浮躁的心忽然沉静下来。

沿着这条宽阔的大道前行三百米，左拐就是一片
荷塘。荷塘四周，变黄的柳枝迎风轻摆。泛黄的荷叶
簇拥着，如一个个大玉盘挨挨挤挤层层叠叠，一个劲儿
地向上伸展。叶子出水很高，雨滴在荷叶上闪闪烁

烁。荷花不像夏日里灿若繁星，只有很少的几朵，迎着秋
雨绽开着。几株莲蓬也不甘示弱，从层层的荷叶中探出
了头，坚强地挺立着。
跨过一个石拱桥，又见到一个池塘，这里的荷都已

变成褐色，筋脉暴露，弯了腰，断了梗，甚至扑倒在池塘
里。没有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灿
烂，没有了春的艳丽，夏的繁盛，只有“留得残荷听雨
声”的凄清与寂寞。
天色渐晚，我依依不舍地离开池塘，恰有一位大爷从

我面前经过，岁月如荷，人生亦如此，我心疼衰败的荷。

想起7月中旬我来到这个荷塘，满眼的绿，满眼的花，人流
如梭，争抢着在荷前留影。而今人去物散，一片寂静。大
爷似乎感受到我的伤感，对我说：“万物都是一样，都会经
历生老病死的过程，这是规律，关键是活得有价值。你看
荷从出生到衰败，始终不畏风雨比着劲地向上生长，纵使
消融于淤泥，也阻止不了它对春的向往，夏的追求。”大爷
来了兴趣，“荷是水生植物，现在正值踩藕季节，莲藕是荷
花的根，淤泥下结很多藕，最长要快一米呢，严冬下并没
有停止生长。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春水，一夜之间会
长出一大片绿叶，去年，只有一小片荷，今年就扩散蔓延
整个河道。”

听了大爷的话，我豁然开朗，对生命的真谛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对秋荷有了更多的敬畏。虽然失去了所有取
悦于人的颜色，但它点燃了生命的火种，真正没有枯萎
的，是它坚韧饱满的铮铮傲骨。

一池残荷，清风透骨，原来生命尽头呈现的是美和精
致！迎着细雨，浑身像被清水冲刷了一样，面对岁月，充
满了阳光和力量。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三章 英名慰世

冯骥才采访段成业时，问他：“你当时
见到这些钱是怎么想的？”段成业说：“我看
也没看皮夹里有多少钱，根本没想看，认为
交给教练就行了，交给穆老就行了。”在穆
成宽心目中，段成业朴实憨厚，聪明能干，

刻苦耐劳，是个忠诚可靠，值得信任的孩子，一定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1962年，全国
政协委员到南方视察时，穆成宽还专门到杭州问体委主任段成业在这里的工作情况，
杭州体委主任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杭州各级领导和游泳运动员、教练员们一致认
为，是因为当初有了天津的支援，才使杭州游泳由零的起点发展到走向辉煌。他们的
确派了很有能力的段成业，培养出了这么多运动员。这些人如今都成了骨干，成了教
练，甚至成了游泳界的领导。这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有浙江今天的成绩。

刘家玉 1943年12月出生。他从小喜欢游泳、打球等体育运动。1956年6
月初，刘家玉在棉纺六厂窑坑游泳时偶然认识了穆成宽的弟子田凤藻。田凤藻
见刘家玉身体等各方面条件不错，问他：“你喜欢练游泳？”

刘家玉说：“当然喜欢了。”
“想学正规的游泳吗？”
“当然想了。”
“那我介绍你到游泳学校那去练吧。”
刘家玉一听非常高兴，当即约好日子跟着田凤藻到了二池。田凤藻把他引

荐给穆成宽，穆成宽上下打量这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健壮的
身材，非常喜爱，便让他跟田凤藻一起练水球。

刘家玉游泳基础好，训练刻苦，1958年9月，穆成宽组织专
业水球队，把15岁的刘家玉调进水球队，跟彭禧崑、梁益政和
教练陈德发训练水球，并把他们带到北京参加集训。 连连 载载

“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正是为了消灭反动派，保住家乡才随军南下，怎么叫扔下
一家人远走高飞呢？您看那些老同志，谁个没有父母、家庭，为什么从关外打到关里！”
“也不和你父亲商量商量，他能同意吗？”
“不同意，怎么让我来参加解放军！”
“那你就不怕南方蚊子咬，受苦生病，水土不服吗？”
“连工头的打骂、日本鬼子的洋刀都熬过来了，怎么怕起蚊子咬来？过去挨冻受

饿都不在乎，这回倒怕不服水土！”
叔侄俩一句顶一句。杨连第被问得不耐烦，杨万生也生了气：
“那好吧，你走你的，可是不能拉别人！”
“指导员说过，革命要靠自觉，怎么算拉别人！人家看你不好，还不要哩！你当

这是国民党的军队吗！”
杨万生大声吵起来：“不要就不要，就要你一个好了！”
杨连第也火了：“吃着人民的饭，拿着人民的钱，到这要劲儿的时候，却拖后腿！

参军3个月了，一点不进步，真是老落后！”
杨万生口喷着唾沫：“我是老落后？我是老落后！我看你还是小顽固哩！”
叔侄俩这还是第一次吵嘴，而且吵得这样凶，杨连第连耳根都是通红的，这让杨

万生很是意外。听到叔侄吵嘴的声音，战友们都急忙围拢来劝解。班长刁树贵伸手
把杨连第拉走，过后又向指导员作了汇报。

指导员来找杨连第，先表扬了他政治上进步快，革命坚决，工
作积极；接着就批评他对杨万生不耐心说服，说大吵大闹不能解
决问题。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诗意苏州
夏瀛淼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话没错，当你怀着悠闲的心情走进苏州，你会爱
上这座江南小城，这里有阴柔细腻的吴侬软语，悠久的江南园林，这里的人们
过着轻松愉快的慢生活。在北方住久了，你会想去体验另一种环境，苏州这
座城市独特的魅力，犹如一杯清茶，让你回味无穷。

去苏州时正值初夏，气候还不是很炎热。早就听说苏州有一个平江路历
史文化街，风景不错，有着浓郁的江南风情，一直很想去那里看看，欣赏一下地
道的江南风光。沿着狮子林一路向南行走，七扭八拐，终于找到了这条街。

这条街很长，单程徒步旅行，也要花上半个小时。漫步在青石板路上，心
情无比悠然。苏州的路很有意思，不是一条青石板路一通到底，中间会有小
桥穿插，旁边却是一条长长的河渠。河渠里有游船驶过，三五游客坐于船中，
想必也是前来旅游的外地游客，她们之间或是亲戚，也许是闺蜜，相拥在一起，
一同欣赏着旖旎的风光。船家则是一位男子，看上去五十多岁，翘首站立在
船头，双手一边划桨，嘴里一边哼唱一首不知名的姑苏小调，曲调悦耳动听，这
是一幅多么温馨的画面！此情此景，仿佛只有在古画中出现过，小桥，流水，船
家，小调；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太有诗意了！

我站在桥边，欣赏着这温馨的画面，却又被悠扬的曲调深深吸引，陶醉于
其中，直到游船慢慢远去，视线变得模糊，我的思绪才从九霄中穿越回来。这
就是独特的江南文化，贯穿于姑苏的历史长河中，千百年来，亘古未变。

这条街不仅有古朴的风情，同样具有现代的商业气息，街边各种奶茶店，
小吃店，特色商品，茶馆一应俱全。游客玩累了，可以在茶馆里歇歇脚，叫上一
杯碧螺春，坐下来慢慢品茗，茶香四溢，沁人心脾。茶馆古色古香，流露出浓厚
的古典文化，一张八仙桌配四把红木官帽椅，到了晚上，天南海北的戏迷们汇
聚于此，好不热闹。

到了苏州，自然会想到苏州评弹。这是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观众也大
多是中老年群体，年轻人感兴趣的则不多。一般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穿着传统
服装，手握三弦或琵琶伴奏，端坐于舞台正中，嘴里说着传统唱段。苏州评弹
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的情形。演唱
采用的音乐曲调为板腔体的说书调，即所谓“书调”。因流传中形成了诸多的
音乐流派，故“书调”又被称之为“基本调”。早期演出多为一个男艺人弹拨三
弦“单档”说唱，后来出现了两个人搭档的“双档”和三人搭档的“三个档”表演。

听评弹主要是听故事，书词中描写人物的思想、行为、活动环境；称之为
“表”，人物语言叫“白”。书词中的韵文以七字句为主，故事中时常穿插一些喜
剧因素，演员用丰富的表情模仿剧中人物的表情、语言、语调；不禁令人捧腹大
笑，这时你若是正在喝一口茶，一定会把你笑喷。

听完评弹，此刻你一定不想睡，还想出去转转，那就欣赏一下苏州夜景。
过去有人说苏州没有夜景，到了晚上店铺底商纷纷关闭，整个晚上显得空寂
无聊。此话早已过时，而今苏州的夜生活却变得丰富有趣，大有看头。

苏州南部有一名胜，名曰盘门。姑苏的夏夜，盘门灯光氤氲，古塔与城门
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仿佛在呼唤千年前的记忆。有年轻女子身着汉服在花园
中穿行，时间仿佛静止，眼前仿佛是远古的唐宋，温柔的灯光下，诉说着一段古
老的童话。夜晚如此宁静，桥下的湖水泛着涟漪，树木掩映下的城楼巍然屹
立，透着几分庄严。这样的景色，在北方实难寻觅，只有在这美丽的江南，才有
幸得此一瞥。眼前的美景，让人忍不住想吟诗一首，用精美的绝句称赞一番，
才痛快。

苏州是一首诗，一首精美的诗，需要细细品读，玩味其中，才能咂摸出滋
味来。那些生动的景物与文化穿插其中，犹如一幅妙笔生花的水墨画，让人
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江南。来到这里，会不知不觉地喜欢，爱上这里，人也一下
子舒坦了许多。

烟雨江南，诗意苏州。千万只脚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
别了，大美姑苏！我想，我还会再来。

北运河，如果对它足够钟情，就
会发现它的光色在每一个时辰里变
幻着，千百年来，在河水的投影里，在
岸边的树冠上，夕阳的光，明暗深浅
中似有无穷无尽难以言说的神秘

感。140年前，一个年轻的男子痴迷天光下水面上穿梭的船只。这个男子名
叫田继勇，他的上辈以养漕船为业。那时的北仓厫运粮都由大清官吏调配，
田家漕船出航的时候，少年田继勇都会随船只帮忙。运河上南来北往、形状
各异的漕船、商船、官船在田继勇看来是那样的勾魂摄魄，于是，他便有了自己
制作船模的想法。

田继勇在行船的间歇，经常到各种各样的船上画下不同的船型和内部结
构。他立下志向，要把运河上行走的船留住，他要把这些船缩小，变成模型，哪
怕倾尽毕生的精力。为了这个志向，他认真钻研，刻苦学习木工知识，经过多
年的研究和实践，对各种式样的木船了如指掌。北运河上空的日出日落不疾
不迟地周而复始中，田继勇老了，背驮了，眼花了，让他欣慰的是，模船在他的
手中制作成功，他成为田氏家族船模制作的第一代传人。

田继勇的儿子田星幼年随父到各式的船上观看构造形状，青年时已经谙
熟各种船型的构造以及微缩后每个部位的尺寸。田星制作技艺的锤炼路径
跟他的父亲一样，也从木工学起，选木料凿榫子，明榫暗榫，微缩船围的弧度等
都要精心地设计。开始时先做小船，一般都在60公分左右，熟练后再做1米左
右大船，经刻苦磨练反复制作，船模越来越逼真，如同河道中行驶的真船。田
星的船模出了名，官宦人家纷纷前来购买。当时田氏家族的船模成了紧俏的
文化产品，供不应求。田星又把船模制作技艺传授给儿子田起元。

第三代传承人田起元把船模当成艺术品精心制作，他木工基础扎实，雕
刻技术有独到的心得，做出的游船门窗能自动打开，船帆能灵活扬起，船舵也
能随势变动。在北运河周边，田起元制作的船模成为了极受青睐的摆放饰
品，人们居家装饰，送人礼物都会首选田氏船模。

第四代传承人田恩祥是田起元的长子，他大胆地改造和创新，从做小船
（70公分）到做大船（2.2米）不断地总结经验，探索新工艺，继承和发展了田氏
传统榫卯镂空雕刻木船模型技艺，几十年中，制作各种船模200余只，有的被
博物馆收藏，有的被爱船者摆放。

第五代传承人田霞，跟随父亲田恩祥学习木工知识，从造型设计，挑选木
材，刨木，凿明暗榫，打磨部件等方面锻炼自己。父亲言传身教，一丝不苟，田
霞刻苦学习，兢兢业业，几年的功夫，就掌握各种船型的内外结构及微缩尺寸，
1995年在父亲的指导下，大胆地设计制作，2个多月后，一只形象逼真的豪华
船模光彩熠熠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那年，纪录片《中国大运河》在天津取景拍摄，田霞和父亲田恩祥制作的
漕船模型被选中，以独特的方式再现了昔日大运河繁荣景象，展示了悠久的
运河文化，为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田氏船模还
曾与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一同作为天津非遗代表性项目，在国务院新闻
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天津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进行展示。

田氏模船以方为规，四边方正，棱角齐正，横竖方正，斜坡严谨；以圆为
矩，内圆外方，内方外圆，曲线均匀，圆凸大方，竖柱、斗拱的坐斗插飞都符合一
定的规律，船形比例协调，榫卯技艺精确、图样造型精美。不仅如此，水主好
运，船靠水行，这一产生于河面上的民间手工佳作也就有了乘风破浪的寓意，
把水的动感携带到百姓的家中，注入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民间的吉祥祝愿催生出了民间巧手。正如此，运河两岸，以田氏船模为
代表的民间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如雨后春笋般被发掘、被整理，随着一个又一
个项目的亮相，这些深埋于民间的无穷巧技承载起了北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半壁江山。

六月，当烈日炎炎，春花凋零时，荷花却刚刚盛开,能
抵得住这艳阳暴晒的只有这一池荷花了。对于荷花，或
许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描绘的最具画面感:“毕竟西湖
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短短几句，便让人们眼前出现一片莲叶无穷
碧，荷花别样红的画面。

无论是繁华的都市，亦或乡野村庄，荷塘不用太大
的面积，只需一池浅水，就回馈你满目的碧绿，亭亭的荷
花，让夏天有了一个清新宁静的地方。硕大的荷叶，高
擎如伞，遮满湖面，高低错落，层层叠叠，站在岸边，远看
它们只是或浓或淡的绿色，近看才能看清它们曼妙和清
淡的美。荷叶之间，荷花盛开，红白争艳，花吐莲蓬，清
香四溢。摘下一朵荷花，仔细地看，色彩从花瓣尖无声
地晕开，从粉红到淡白，线条浅浅淡淡，颜色渐渐变化，
似一幅恬淡的水墨丹青画，清逸而淡雅。

家乡多水，旧屋不远处就有一片池塘，每至夏天，碧
叶粉荷簇拥于水面之上，亭亭迎风，款款摇摆，阳光照耀
一方池塘，蜻蜓在花蕾上栖息，青蛙在荷叶上跳跃，鱼儿
在水中游弋，微风拂过，送来荷花淡雅的芳香，让人一时
间心醉神驰，沉醉在荷香中。

年少时顽皮，常与同学到池塘中摘一朵荷叶，顶在
头上遮挡阳光，或是摘下几朵莲蓬，剥莲子吃，新鲜的莲
子可以直接入口，有淡淡的清甜味。若到莲藕成熟，母
亲会用它做各种美食，荷花泡酒、莲心煮茶、藕粉冲粥，
还有香甜的糯米藕，鲜美软糯的荷叶粉蒸肉，整个夏天
的日子，就被荷花香气笼罩。

最喜落雨后的荷塘，空气新凉，荷叶新绿，让人在酷

暑中顿生清凉舒爽之感，滴滴水珠在荷叶上滚动，如珍
珠般晶莹剔透，在阳光的折射下放着光亮。刚刚被雨水
打落的花瓣，在水中飘零，更有一份残缺的美。雨后的
荷塘清新得让你忍不住多看几眼，多呆那么一会儿，才
不辜负这满塘的荷香。

荷花开在水上，有了水的润泽，自然充满灵气，荷花
不像牡丹，雍容华贵、玉笑珠香；也不像兰花，孤傲清高，
总是被才子佳人置于案头清供，但她“出污泥而不染”，
天生丽质，清新明媚，迎着酷夏骄阳而盛开，雅人韵士可
为之饮酒赋诗，白丁俗客可与之闲话家常，荷花如此洒
脱随性，极富清远淡泊之味。

没有一种花，在各个阶段都令人喜欢了，早春的荷
花：“田田八九叶，散点绿池初，嫩碧才平水，园阴已蔽
鱼。”随后便是：“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碍画船摇；相
到薰风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渐渐地就：“青荷盖绿
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有并头莲。”到了晚秋
的荷花还可以“留得残荷听雨声”。从初夏到深秋，荷花
从荷叶田田到花败凋谢，除了给我们送来清凉的荷风，
更在香消玉殒后，把自己化成洁白的莲藕，绽放出最后
一点生命的微光。

在落日的余晖中，一个人悠闲地在荷塘漫步，都市的
喧嚣已经远离，荷塘有难得的宁静与闲适。让思绪在荷叶
上蔓延，品质在荷花间升华，心中想着浓浓淡淡的心事，看
一池荷花如画，听绿荷下的阵阵蛙鸣，闻着空气中清淡幽
雅的荷花香，暑天的闷热和内心的浮躁都被这荷风洗涤得
清清爽爽，荷风吹过的夏天，有着一些淡泊、一些圣洁、一
些清凉。

夏日荷香
陈虹

滑富强老师这本新出版的书《老滑游记》共收录
了六十余篇游记文章。文章记述了滑老师与家人、朋
友以及文友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老
师用他那细腻、流畅的文笔将祖国的名山大川、古遗
址、名人故居等描写得如在眼前，让人读后仿佛置身
其中。所见所闻内容丰富，看后开阔视野。博学多识
的他，在记述中一个个典故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从
而，也给这本游记增加了不少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我从文章中读到了老师在旅途中，苦乐参半。
如从葫芦岛到风景如画的笔架山，不料吃到不洁的
海鲜，老师与师娘二人，半夜时分腹泻不止，只好去
医院打点滴。为了避免意外发生，将原来的计划打
断，连夜返回天津。还有在《西行漫记》一文中写
到，在列车开往太原途中，老师心脏病犯了，在一位
热心的大学生帮助下，及时找来列车员和大夫才转
危为安。老师把他称为雷锋，通过老师的文笔，让
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温暖、善良
无处不在。

旅途中虽然劳顿、辛苦，但是遇上特色美食，即
使是身体有不适之感也会顿时全无。在《我的云
南之旅》一文中，老师详细地记述了当地的风味小
吃过桥米线：大碗滚烫的汤，将鱼片、鸡片、火腿片
及豆芽菜、韭菜、香菜、白菜、辣子等浸入其间，“群
芳荟萃”，美不胜收。汤最有味道，因为将肥鸡、肉
棒、火腿、板鸭等放在大锅中用滚水熬制四个小时
候后才将汤盛入碗中，再放入米线，那味道岂能不
美？吃法也透着新鲜。通过一番细致的描写，仿
佛闻到了美食的鲜美味道。又有谁，能抵得住这
美味的诱惑。

走进陕西黄土民俗村的旅游景点，大大小小的节
日和婚丧嫁娶的礼仪都在这里有雕塑再现。陕西有
八大怪：房子半面盖，姑娘不对外，面条像皮带，饼子
赛锅盖，辣子最好的菜，凳子不坐蹲起来，唱戏吼起
来，帕帕头上盖。用短短的一段话，四十三个字，对当
地的民情风俗做了精准的记述。读起来合辙押韵，朗
朗上口。同时让读者，对当地的民俗风情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老师用他的文字描写，在中间起到了民间文
化传播的作用。

每到一个景点，老师对其历史发展脉络了如指
掌。如有疑问，在此之前，定要翻阅史书古籍寻根溯
源，探个究竟，这种执着的精神和严谨的写作态度，着
实令人敬佩。其实，他也存在诙谐幽默的一面，身穿
破旧长衫，头戴毡帽，双手插在袖口里，竹杆烟袋嘴插
在后脖领处，缩着身体，活脱脱的一个孔乙己的模样，
站在绍兴咸亨酒店的门口留影。滑稽的笑容，不禁让
人捧腹大笑。他是一位严谨风趣集于一身的人。

我在老师的这本游记中读到了，老师翔实地记述
了各地的名胜古迹历尽沧桑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
的文化，还有不同的各地民俗风情、特色小吃、当地
趣闻，也读到了培养老师成长的历史悠久的家乡的
学校——唐官屯高级小学。在那艰苦的年代，那里
有一位如饥似渴学习的少年，深受学校德高望重，知
识渊博的老师们一言一行的影响，深深地打动了他
年少的心灵，为他以后一生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当年的那位少年，就是如今的，受众人爱戴、尊
敬的滑富强老师。

在此，祝已近耄耋之年的老师，身体健康，幸福长寿！

《老滑游记》有感
刘秀玲

民间有巧手
杨波

运河扬波

荷韵柳影 摄影 韩富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