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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边字典伴入眠
刘荣昌

乡村里的城市
郭永生

最近几年每天睡觉前，习惯了做一件事情：打开床前的
灯，随意翻阅几页《新华字典》后，才能头挨枕头安然入睡。
现在手头的字典是去年出版的双色本，浏览起来眼睛非常
舒服，一点也不累。在静静的夜里，更能保持一种轻松中的
专注，记忆力便出奇得好。这种习惯开始于那次阅读古典
文学名著《西游记》，本以为这样的白话文小说读起来会很
顺畅，没想到里面不认识的字“不胜枚举”，晚饭后坐在书房
读书时，只得把字典放在茶几上，好随时查陌生的字词。后
来看完了《西游记》，觉得字典跟随于身边倒是很不错，就放
在了枕边，天天睡前翻翻看看，逐渐习惯成自然，时间长了
觉得受益匪浅。

增长知识是最重要的收获。干了多年党务工作的我，
自诩学问大、见识广，而手捧字典打开阅览后才知道，几乎
每页都有不认识，或者读不准的字，并且一些字竟然是从小
到大就一直念错或写错的。比如“冒”字，从认字起就以为
上面是个“曰”，经过字典的“矫正”才清楚那叫冒字旁
“冃”。如此的无知之事时常发生，大呼“涨知识”之余，慢慢
地对祖国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字产生了浓浓的敬畏感。

翻阅字典还为自己消除了不少疑问。我的家乡将“桑
葚”的“葚”都念为“认”的音，而上学时老师教的是“甚”音
啊，这个问题好些年无解。直到有一天我夜翻字典，任意翻
到一页时，正看到这个“葚”字：原来作为书面语念“甚”，口
语可以是“认”音，此外还无意发现了和“葚”挨着的椹字，这
俩是通假字。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时间久了好像产生“怀
疑一切”的“癖好”：不论何时何地，遇到存在疑问的字，强迫
症般必须打开手机上的字典查阅，得出结果方可罢休，逐渐
形成了良性循环，这种感觉真好。

身边的同事们都知道我喜欢“咬文嚼字”，凡遇到不认
识的字就来询问，有时甚至纯粹是想考考我。有一次，一位
比我年长的大姐突然问我：“‘先’这个字是几画？”我回答，
6 画。她冲我竖起大拇指说：“这么多年始终以为是 5 画，
昨天才从上小学的孙子那里知道是 6 画，你真是位‘老学
究’。”听到大姐送给我的“昵称”，莫名产生了一种成就感，
心里更坚定：一定把这种有益、有趣的爱好长期快乐地坚持
下去。

其实，如今的《新华字典》也在与时俱进，我手中的这一
版新增了二维码，可通过扫码收听标准读音，观看笔顺动
画，查阅知识讲解等，对读者来说真是“暖心得很”。每日晚
上翻一翻、看一看、记一记字典上的某几页内容，的确是十
分惬意之事，早已是离不了的睡前“小夜曲”，且只有这样才
会在文字的伴随下悄然入眠，一觉睡到闹钟响！这不，妻正
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出去玩儿几天，我列了需带物品
的目录，第一个就是《新华字典》。

日子向上生长
上官李军

（外二首）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三章 英名慰世

水球队刚成立时，训练条件差，没有什么
科研，只能靠休息恢复。他要求队员每天晚上
9点准时熄灯睡觉，手机一律收回，锁在保险柜
里统一保管，第二天再还给队员。如有违犯，
按制度进行处罚。

在训练技巧上，刘家玉把穆成宽教的武术、摔跤技法用到水球上。例如怎样借助对
方扑过来的惯性躲闪、搏斗，被对方掐住时怎样反手脱开，训练队员的灵活性。一边学
习中国的传统武术，一边学习国外的先进战术和技巧，适应实战。

刘家玉继承了穆成宽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培养队员树立谦虚、正直的品德，增强了
队员们训练的自觉性，使这支队伍成长进步很快。经他培养的20多名队员基础扎实，
个个都达到国家队的水平，在全国水球比赛中天津队连年夺冠。

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展水球运动，成立国家女子水球队，刘家玉是主要策划者之
一。天津选报20名队员均合乎标准，但是因为要照顾到其他省市，只能将天津队员分为
两个队，10人报国家一队，是必须拿冠军的；另外10人为国家二队作为替补队员，继续由
刘家玉带领。最终确定的国家一队队员共13名，其中经刘家玉培养的腾飞、刘萍、高翱、
杨珺、孙玉珺、孙雅婷、何金等7人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水球比赛第五名。

2012年，张蕾也被选入国家一队，参加伦敦奥运会再获第五名。这对于刚刚成立不
久的国家女子水球队来说，已经是相当好的成绩了，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

刘家玉从2003年退休后，又执教到2013年第十二届全运会结束。
张秀伟1944年 1月出生，山西省榆次人。女子跳水世界冠军，中国游泳协会委

员。张秀伟从小随父亲在第三游泳池学习游泳。1958 年，穆成宽开始组织正规的
跳水训练，正在女四中上学时被吴承熙、王绍刚两位教练选到三
池练习跳水，随即被选入天津跳水队。10月，随穆成宽赴北京进
行参加集训。 连载

听到感动处，杨连第也激动地把在旧社会做工的苦楚一齐吐了出来：那是一连串的
什么样的日子呀！——当学徒，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受父母抚爱，年幼的他却在老板、师傅
的责难下做成人的活；当小工，不管多少斤重都压在他肩上，常常累得倒地爬不起来。那
时候，他一到家就浑身衣服被汗浸的像洗了一样，时常一句话不说、一口饭不吃，倒下去
蒙头就睡。有时，饿得扛不住，只好喝上几口凉水昏睡过去。就这样挨饿卖力气、登高爬
杆，还要挨日本鬼子的洋刀、国民党警察的皮鞭，他的脸上、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
……杨连第诉着诉着，就激动起来，话到嘴边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指导员让他坐下等
一等再说。接着，工友们争先恐后地站起来诉苦，只有杨万生低着头不说话，但泪水却已
滴湿了他脚下的土。

诉苦会刚完，杨连第又站起来说：“前天我和叔叔杨万生吵起来，我不对，我错了。我
们是同志，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呢！”他指着杨万生说：“叔叔，你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走南闯
北的当了半辈子工人，如今还是一个光棍汉……”不等杨连第说完，杨万生把眼泪一抹也
站了起来：“连第，什么也别说了，过去受的罪，比谁都多，我一辈子忘不了，现在我也明白
了：没有国哪有家！什么蚊子咬、水土不服都不在话下。连第，我也南下，咱们手拉手，跟
着共产党、解放军干吧！”

经过忆苦教育的杨连第和赵世全、边俊文等工友们觉悟更加提高，都毅然决定随军
南下，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5月中旬，杨连第所在部队改编为铁道兵团第一师第一团，在河南洛阳南关赵村休整
1个月，后转入新安县，修复新安车站和附近的小隧道、整修线路。8月
进驻观音堂，抢修观音堂至庙沟站区间的铁路桥梁，陇海铁路上的天
险八号桥就在其间。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有时不得不感叹四季的变化，不知不觉中,
秋天已悄然而至。立秋后，风就改了方向，变
得清凉起来，吹过身也没有了夏天的暑气闷
热，有丝丝凉意藏在风里,让人立刻感到秋意绵
绵。正午的阳光依然那样刺眼,可与盛夏的阳
光不同，没有了那份火热，而是红艳柔和，宁静
雍容，晒到身上有些许暖意。

树上依旧有夏蝉，但声音稀落，不像盛夏
时分叫的那么响亮,不知疲倦，秋天的到来，也
意味着这些夏虫即将离场。经过一个夏天的
炙热折磨，人们都盼着一份清爽一份舒适，而
袅袅秋风便带了一丝凉意，带来秋天的讯息。
风吹耳畔，轻柔细腻，犹如曼妙的女子在轻声
细语。秋风起，枯叶落，风中舞动的精灵划出
季节更替的轨迹，秋林愈发显出它的坚韧和挺
拔，那是一份不需装饰的飘逸和孤傲。

秋风掠过，如一只画笔，轻松间把自然绘
成彩色，石榴红了，葡萄紫了，柿子黄了，还有红
艳艳的高粱穗，黄澄澄的稻谷，雪白的棉花瓣，
多彩中蕴含着丰收的喜悦，一个春夏的耕耘，
在秋天换来硕果累累。还有秋林中的黄叶、绿
树、红花，还有那旷野，那炊烟，那晚归的牧童，
那暮色里的笛声，那皎洁月光中的阵阵果香，
那阵阵果香中的悠悠虫鸣，一切都让人沉醉。

天高云淡，只有在秋天，你才能看到那样纯
粹的蓝天白云，天空如水洗般湛蓝深邃，似海水
般浩瀚无际。朵朵白云洁白如雪，它们不停地
变换着形状，有的似奔腾的野马，有的似旷野里
纷飞的芦花，那轻轻飘来的一片云如一朵荷花
盛开，更有几片闲散的流云，或丝丝缕缕，或团团
簇簇，轻盈无瑕，纯净透明，让人不由想起湛蓝湖
水中云霞的倒影，世上最好的画家也画不出它

的美丽，唯有自然之手才有此杰作。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秋的意境与

姿态，让人总觉得看不够、品不透。秋色如禅，
空明、静谧，清澈通透，少了春的烂漫，少了夏的
浮躁，只有枝头累累的果实，昭示着成熟生命
的深沉与豁达，不再追逐浮华与赞誉，而是静
静地融入一片淡淡的秋光之中。

当秋风萧瑟之时，槿花带露，桐叶舞秋，如
何从这些衰败景象中，去了悟人生的真实呢？
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飞。

花落不是因为雨的过错，絮飞也不因为风
吹的缘故。这一句著名的禅语，为我们洞穿了
生生灭灭的自然法则，更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
力量。“秋至山寒水冷，春来柳绿花红”，在自然
面前人都是渺小的，谁也不能阻挡季节的变
迁，生死的无常。我们只能听从，是繁华还是
凋零都是上天的赐予，我们都应该无怨无悔地
接受。但也不是消极地听从，而是从中展现
美，展现生命的力量，就像秋叶一样，在属于自
己的季节绽放，把这短短的一季活的多姿多
彩，让秋天也为自己折服。

即使明天随秋风而去，也了无遗憾，寒了
秋，才暖了春，正是它们的岁岁荣枯才换来春
花烂漫，告诉人们秋天的开始和终结，告诉人
们四季的轮回。在秋天，我看见秋叶的美，一
种超然的沧桑之美。

季节到了秋天，仿佛人生走到中年，经过
了岁月的沉淀，褪去了少年的懵懂，青春的青
涩，转瞬已到桑榆暮景之年；生活，只剩下一蔬
一饭的淡泊，和风雨中的厮守相伴。

愿在每个秋天里，用一颗平静的心，静处
似水流年。

我仿佛命定的沸点很低

七八十度就会沸腾

而别人一百多度还不会冒泡

使生活的沸点降低

这是我的一条人生真理

日日含英咀华

使生活风花雪月

常常默念花好月圆

在黑暗中你知道自己是明亮的

在寂静中你知道自己是跳动的

在始终是青春的眼睛里

——日子向上生长

尘世即天堂，夫复何求

你要深深记住

在你面前有一条七彩路

一条彩虹之路

一生的努力和修炼不就是跨上那道

彩虹

寂静中听到蓝空的声音

你将在世界和自己创造的光茫里

变得越来越高大

“你将会站上群峰之巅，越过海洋”

绿萝

多像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

长满了翡翠和宝石的王国

充满生气的江山社稷

站在一盆绿萝前凝神

那么多的叶片

就是一座座高低耸立的宫殿

就是一个个城镇村庄

道路曲直回环

每个村庄流淌着丰沛的河水

我看着看着就忍不住要攀爬

现在开始出发

从一片叶子的道路或河流出发

沿着一条条天梯拾级而上

一条条陡峭的道路向上攀登

前去探访这另世的秘境

它们的国度里洋溢着年轻奋进的气氛

无数明亮的眼睛看着我

送上友好的鼓励

挥着小旗子的嫩手发出欢迎词召唤我

向上，向上，走遍，走遍

我到达一座座宫殿，一个个村庄

从一个村庄眺望另一个村庄

从一座宫殿瞭望另一座宫殿

盘桓，然后离去再前往

一盆绿萝就能满足我的穷游，历险

令我心旷神怡，如入仙国

这个国家枝繁叶茂，生机旺盛

永远呈现年轻的面孔

永远荡漾青春的气息

秋天的白蜡树

一

从没见过这满眼的辉煌

从没见过这足色的世界

满空，亮丽的黄金的舞蹈

遍地，厚厚的灿烂的静眠

道路两旁一棵棵笔直的白蜡树

天地和生命的原色，光亮和质地

纯粹，灿烂，热烈

高贵、圣洁达于极致

二

不意闯入这古代黄金的国度

宫殿和长廓

民间传说里金子的山谷

去黄金山谷取宝的那人

西天已燃起火还在往褡裢里装着贪婪

太满背不动，走一步摇三摇

还没走出就被滚下山谷的火球熔化了

我没有褡裢，也不取走金银财宝

我就是这里的王子

所有财宝尽我亨用

任我巡走坐卧在

这黄金的国度这黄金的山谷

我上初中的时候，外婆家养了一只叫“花花”的小狗，是
吉娃娃家族中的小公主。

对这个狗花花的到来，开始我是有点抵触的，有种胆怯，
心里对它也就摸不清头脑了。也由于我童年有过被狗追踪
过的悲惨经历，看见狗我就有提防的心理了。

不过这个小家伙可以说用一面之缘消除了我心中的顾
虑，初次见面就让我印象深刻而友好。它见我并不陌生，也
没有怒吼狂吠，而是躲在主人后面仿佛也瞪着眼睛察言观色
我的举动。不一会儿，妈妈和外婆聊天时，它试探地慢慢靠
近我，讨好似的摇着尾巴，一会儿又蹲下。我觉得挺好玩的
就一直看着它，担惊受怕的观察着。可是不一会功夫我开心
极了，它可爱的样子让我感到好亲切，心中的顾虑也放了下
来。我试探性的伸出手来摸它，它便顺势趴在地上，那表情
十分享受。过了一会儿，它用两只前爪扒拉我裤子，我也想
它是否想让我抱它。见状我顿时慌了，急忙问妈妈：“我能抱
它吗？会不会咬我？”妈妈说：“没事的，你试试吧！不会把
你吃了，你属猪，肥头大耳朵比它大很多。”外婆在一旁哈哈
大笑。我也被逗得胆子大了起来，看它两腿一蹬，脚伸直，猛
地向我怀中扑来。我一紧张，差点儿把它摔地上。妈妈见势
说道：“它这个年纪正值青春期，跟你一样，有活力，动作快。”
哦！原来如此。我心中思忖着。就这样，它在我怀中可能是
姿势舒服的缘故，竟睡着了，发出憨憨的呼噜声。我也放下
心来，摸着它，就像摸到了天上的云朵一样，柔柔软软。

就这样，我和花花的友谊在一点一滴的互动中升温。暑
假，我去外婆家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想起这个小伙伴就开心
得不得了，它见了我也像见了老朋友一样热切。那时，我把
它当做在外婆家多结识的一位朋友一样看待。狗花花很聪
明，记得有时候外婆如果和谁说话，它若看见那个人不看着
外婆，便跑到那个人面前用爪子示意那个人到外婆身边和外
婆说话。每个深夜三点钟左右，它都像打更一样到外婆屋里
巡视般的看看。它睡觉也打呼噜，有时候外婆被它的呼噜吵
醒，外婆顺口说：“花花你呼噜太大，再打那么大呼噜我就把
你关门外啊！”谁知外婆的话就可以让狗狗安静好几天。后
来偶尔打呼噜外婆只需喊声花花，它就不打呼噜了。它很会
看人，看谁闲着，它就叼起自己的玩具给人家和人互动，狗花
花的聪明插曲有很多，慢慢的我们大家谁都喜欢它了，也奇
怪，只要外婆家来人它就看看外婆，然后到门口抓门候着，外
婆也就知道是自家人来了。时间久了我喜欢上狗花花，也成
了我心中的一份牵挂。

寒来暑往，记忆中它待在外婆家的年头有五六年。而后，
听到的就是它跑走的消息。那个时候，我难过极了，像朋友离
开一样不舒服，寂寞孤独又惆怅。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向来缘
浅，奈何情深”这句话方才释怀。的确，生命中总有一些不期而
遇，也总有一些无声告别，无论是人，事，亦或是物，我们总在经
历着，亲历着，也无奈着。这其中，有悲伤，但也有幸福！比如，
与感情好的，俗称“善缘”的人、事、物告别时，心中无限感慨，有
离别的忧愁，也有悲伤；无论是好的缘份亦或是不好的缘份，用
心对待，用责任和义气对待，毕竟友好与否也是缘份，使人分清
是非，收获真情意也是人之常理吧！

现在，走在街边散步时，看到乖巧可爱的宠物猫或宠物狗，
我都会驻足感慨一会儿，希望这些可爱的动物能够伴人快乐生
活的同时，主人也有能力照顾好它们，能够做到不忘初心，善始
善终。而来人生走一遭的狗子、猫子等宠物们，也能收获属于
它们的快乐时光，如此，才是和谐有趣的美好。

或许，有人会问：乡村里会有城市吗？
我十分肯定地告诉你：有，它就在北辰，我们
生活的这块土地上。

如果你驾车沿着京津公路向北驶过引
河桥，你会发现公路左侧的“双街新家园”。
五色的花草与鲜嫩的菜蔬间拥抱着矗立起
的新城，温泉喷涌中听到书声朗朗，楼间的
花丛旁看到闲庭信步；由此前行，从九园公
路左转弯奔上津围公路，放眼北眺，一片崭
新的楼房掩映在碧树绿荫之中，这就是“喜
凤花园”……在北辰区有多少这样的崭新的
都市：乡村里涌出的“小城”。

当你感受着一种惊喜时，不要忘记：乡
村里的城市不是一夜之间就矗立起来的，它
们是在波折和疑问、甚至反对声中建设起来
的。这些小城的创建者最初遇到过这样或
那样的阻力：有冷嘲热讽的，有担心而劝说
的，有背后拆台的，更多的人在旁观。毕竟
传统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然而，这些创业
者们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开拓进取的精神，
适应我国的“城镇化”战略，做出了符合科学
发展的决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一往无前

的魄力付诸了艰苦的行动，在区委、区政府
的支持下，克服了建设资金和材料不足的多
种困难，顶着倾家产、败身名的压力，坚定不
移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才有了今天的新
城。小城初建时，人们的不认可也没有动摇
他们的信心，以超人的耐心和毅力争取着、
期待着。小城记下了他们的精心、苦心与舍
我其谁的勇气，是他们创造了这“乡村里的
都市”。

如今，乡村里的小城已经成为乡下人
享受、品味城市生活的乐园。四外八村的
农民走出了世世代代习惯的独家小院，走
进这小城市，感受着城市的氛围，同时，又
时刻牵挂着小土台上的家乡。乡村里的城
市既有城市的优越又保存着乡土的气息：
这里有城市应有的繁荣、城市欢愉的情调、
城市快捷的生活节奏、城市舒适的生活方
式、城市周全的服务系统，却没有城市的喧
嚣、没有城市车流的拥挤、没有城市放纵的
红绿、没有城市难解的生活难题、没有城市
素不相识的冷漠。相逢一笑，终归是乡情
的流露；几句寒暄，透出了纯朴的风范；叫

几声小名，足见儿时的莫逆；拍几下胸背，总有
深藏着的情缘。

小城有大都市人无法享受的自在：不出小
城，站在楼窗前就能望见遍野绿色，打开窗户，
就能呼吸清新的空气。清晨，在田野里伴着露
珠耕耘锄耪；傍晚，在小楼上和着夕阳饮酒品
茗；午时，走进村中与周围的老街坊聊天；入夜，
石桌旁邀几个同伴闲谈。其乐融融。

小城有大都市人无法领悟的真诚：一家老
小，逛逛小区与别人家谈天说地；搭个台子，京
戏、评剧人人都敢咧上两句；敲敲邻居门，女人
在借几棵葱时顺便说说家常里短；喊两声大
哥，男人在匀二两老酒时捎带吹几句“当家作
主”。其情真切。

小城有自己的喜庆：每到传统节日，小
城里会请来各种文艺团体为居民献上欢快，
小城里的人们，会准备好许多椅子、凳子，摆
上一桌酒菜，等待老乡亲的光临，体会一种

迎接家乡人进城的感觉，总有些重逢的欢快
流溢其中。

小城有自己的风格：一处处宣传栏，写满
了文明建康生活的规范，歌颂小城的模范人
物。小城里的人们，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农
民的质朴和善良，把传统的美德与现代的文
明体现得如此自然和谐。

我写着感受着，在一种近乎陶醉的意境
中，似乎听到了邓丽君那流露真情、令人神往
的《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
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谈的谈，说的说，
小城故事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
来做客……”

是啊，小城，真的不错。乡村里的城市，中
国人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美
丽的风景。乡村里的城市如卫星辉映着北辰，
点缀着天津四郊五县的原野，昭示着中国农村
城镇化的明天：新的“桃花源”。它不仅反映着
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的变迁，也是中
国农民思想意识的革命，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更新，也是最值得我们高兴的。

朋友，此时你也许会理解我的心思，我想
你也会和我一样为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
景而喜悦。来吧，到小城里做客，在流淌春意
的轻风和清脆婉转的鸟鸣中，你会听到许多美
好的故事，会结交更多真诚的朋友！

外婆家的小狗
谭金子

渐有新凉递好秋
陈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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