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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吊大沽炮台
■ 李治邦（天津）

我小时候看电影，印象最深的是《甲午

风云》。我记得演到邓世昌率领“致远”舰被

日舰击沉时，电影院里一片悲愤之声。后

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几次到滨海新区的

塘沽大沽炮台去凭吊先烈，每次去都有不同

的深刻感受，脑海里总是闪现出邓世昌那宁

死不屈的经典镜头。

翻开中国的军事近代史，就有“南有虎

门，北有大沽”之说。在虎门，有爱国者林

则徐愤烧鸦片的世界壮举；在大沽，就有了

直隶总督罗荣光和提都史荣椿以及大沽协

副龙汝云，带领守军同仇敌恺，一次次用自

己的血肉之躯同八国联军进行殊死的搏

斗，直至壮烈牺牲的辉煌篇章。在大沽炮

台，从明代流传下来，到清朝开始形成的

“威、镇、海、门、高”为主体的完整防御体

系，现在虽然年代更迭，数百门古炮已经流

失过半，当年的大炮依照《辛丑条约》不少

炮口被强行堵死，或装上炸药被炸掉，或被

深埋起来，或被推向大海淹没。但在 1995

年，大沽炮台经过大规模的修正完善，成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海门古塞”为

名的津门十景之一，如今还能看到当年抵

御侵略者壮景的端倪。经过了百年风雨沧

桑，经历了中国从弱到强，古炮不减当年风

采，炮台上的雄风依然凛然。我站在炮台

上眺望，不见大海惊涛波澜，但见天津这

片大有希望的热土上一派生机盎然。现在

的大沽炮台的遗址，正是过去的“威”字的

炮台。这是不是历史的巧合，或许是今天

中国崛起的诉说。当年那五个字的炮台依

照《辛丑条约》被拆除了，江山破碎，生灵涂

炭。而恰恰一个“威”字神差鬼使地被留下

来，尽管已经被风蚀破坏的伤痕累累，但这

就等于留下中华民族的无畏魂魄，留下华

夏儿女勇敢坚强的气概。

最近这次去，大沽炮台有了不少重要的

补充，看到很多历史再现。我抚摸着一座座

锈迹斑斑的古炮，古炮无言，但似乎急于向

我们诉说着什么。我走到烽口台面对着浩

瀚的蓝天，蓝天似乎像我们证明着什么。与

其说现在修整后的大沽炮台为游客所开放，

成了一个旅游胜地，倒不如说大沽炮台的重

新展示，说明了历史向我们昭示，《辛丑条

约》是屈辱的，但中华儿女是英勇的。我最

近一次到大沽炮台是6月上旬，陪着外地的

客人慕名观光。而就在我走后没两天，大沽

口有七门古炮奇迹般地被挖掘出来，重见天

日。我闻讯匆匆赶去观看，有一半的炮是缺

残的，有一门炮是断炮。经过专家认定，这

七门炮全部属于“海”字炮台的。我认真地

询问，这七门炮什么时候能正式展出。回

答，尽快吧，也就一个多月。我再次告别大

沽炮台时，夕阳彤红，灿烂无限，映照着古

炮，旗杆上被现代者们安装上去的仿古战旗

迎风飘扬。我听旁边一个老者对他的后代

讲解着：敌军攻打我们的时候，腐败的清政

府迟迟不派援军，我们的英雄们拼死奋战，

坚守到只剩下一人一炮，直隶总督罗荣光坚

守六个小时，在失守时自刎了，流下的血把

海水都染红了。老者的后代听罢，情不自禁

地把红领巾摘下来系在古炮的前端，红领巾

在风中摇曳，渲染出一片红色。

此时，正好残阳如血。

拜师公木先生
■ 周凡恺（天津）

1979年7月，我在吉林长白山区的一座

林区小城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成绩公布后，

我的分数，竟然比我料想的高出许多，按着

老师们的说法，我可以放心地去报考当时的

那二十几所国家级重点大学了。

可我的内心却十分纠结，因为我弄不清

楚自己究竟应该报考哪类院校学什么专

业。假使让我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更愿

意去读美术学院，当然最好是中央美术学

院。我的祖父虽是位中医，书法造诣却非常

深厚，父亲和四叔，也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

业余画家。可以说，从小耳濡目染，在我还

没有识字之前，就已经学会了临池弄墨，并

用毛笔在墙上胡涂乱画了，且在小学、中学

阶段，均参加过省里市里的青少年美展。然

而学美术，是要提前报考的，除了参加全国

统一的所有科目考试，还需现场进行专业测

试。这些事情，我都错过了。因为我的母亲

一直固执地认为，当一个小画匠，将来能养

活一家老小吗？她希望我继承祖父和父亲

的衣钵，悬壶济世，这才是正经的营生。但

我真的让母亲失望了，因为我报考的是文

科，分数再高，医学院也是不可能录取我

的。现在想一想，我也挺替母亲懊恼的，一

个八代行医的世家，到了我这辈儿，就这么

稀里糊涂地完结了！

有一天实在无聊透顶，我便逛到了语文

老师于澄之家里。于老师毕业于东北师范

大学，对古汉语造诣颇深。他说我看你干脆

报考吉林大学中文系吧，去做张松如先生的

门徒。我说张松如何许人也？他说就是诗

人公木先生啊。你没读过他的诗和学术文

章，肯定听过他写的歌啊！比如《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行曲》歌词；再比如电影《英雄儿

女》插曲的所有歌词，也都出自先生之手，

大型音舞史诗《东方红》，更是倾注了其一腔

心血。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

踏着祖国的大地……还有：风烟滚滚唱英

雄，四面青山侧耳听……这些歌词，真都是

公木先生写的吗？也许吧，我不认识公木先

生，但我相信于澄之老师的话。那天，我就

决定去投奔公木先生了。

吉林大学位于省会长春，以前一直被

称之为马路大学，当然也有人讲得很有诗

意：美丽的长春市，是坐落在美丽的吉林大

学校园里。其前身为东北行政学院，新中

国成立后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后又改称

吉林大学。我入学的那年，校长是享有国

际盛誉的量子化学家唐敖庆先生，老一代

著名教育家匡亚明等等，也都曾担任过这

所东北最高学府的校长。

我们入学的第二天，就见到了身兼副校

长、中文系主任的公木先生，其满头银发，和

蔼可亲。他来参加为系里我们举办的迎新

联欢会，并作了发言，全都是些大实话。那

时的教授，多数还都给本科生开课，起码也

要开一门选修课。当时公木先正给七七级

开选修课，讲老子哲学。这门课我一直坚持

听了下来，并终生受益。

我们念书那几年，各种新思潮及各类讲

座在校园里十分活跃。学生们如饥似渴地

吸纳知识，除了上课，就是泡图书馆，当然也

会成立各种学生社团，编一些校园杂志，与

其他院校的学生乃至社会进行交流。当时

七七级的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白光等人

成立了“赤子心”诗社，并油印同名诗刊，得

到了公木先生的首肯。他们这批诗人在改

革开放后能够迅速脱颖而出，与公木先生的

慧眼识才和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实际上，

公木先生对晚辈的提携是一贯的，许多已经

成就卓然的诗人，诸如邵燕祥、张志民、流沙

河、未央、雁翼等，皆尊其为师。我虽然不会

写诗，但受学兄学姐的影响，也懂得了珍惜

时间和努力学习，同时寻找一条最适合于自

己的路径。

开学不久，系里便成立了合唱团，是那

种多声部的无伴奏合唱，保留的节目，除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是公木先生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了，此外还有诸如

《纺织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等。有时

我们排练或者正式演出，公木先生也会去听

听。我记得有一次公木先生来，我们突然就

唱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还有《英

雄赞歌》，公木先生眼含热泪，连雪白的头发

都在一缕冬日的斜阳中不停地抖动，目光仿

佛一直凝视着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在校期间，虽课业紧张，但我也常常于

夜里点灯熬油，偷写一些东西，胡乱地投寄

出去，当然多半是退稿。1981年秋，《吉林日

报》的长白山副刊，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推出

了我采风时写出的一篇散文作品。没两日，

系办公室的徐谦老师，即带我到公木先生寓

所，当面讨教。先生看完我的拙文，未作任

何评价，只让我多读一些古典诗歌散文及当

代孙犁先生的作品（机缘巧合，我从部队转

业到天津后，竟与孙犁先先同在一家报社，

也可以说，他成了我人生的又一位导师）。

临走，公木先生还赠了我两部他的著述，一

部为吉林人民版的《老子校读》，另一部也是

吉林人民版的《公木诗选》，并题字留念。

我们毕业时，公木先生因身染小恙，住

在省医院，不能与大家拍照留念。但先生拖

着病体，在床上给我们写来了一篇千字的临

别赠言，其情切切，如冬日炭火，其嘱殷殷，

宛炎夏凉茶。这是公木先生送给我们最珍

贵的毕业礼物。

公木先生的赠言，我们制成了纪念册，

人手一本。其中最后一段，我至今仍能背

诵：只有真的才能是善的。倾向性源于真

实性。只有真的，又是善的，才能够是美

的。美是真与善的形象显现。只有真的，

又是善的，又是美的，才能够是诗。堪称为

艺术的诗是真善美的完整融和，从内容论，

是美的真与善，从形式论，是真与善的美。

恶是假的妻，丑是他们的儿子，现实生活

中的假恶丑，也可以摘取作诗的素材，但

必须照耀以真善美的灵魂之光，让人从中

更能观照到真善美，受到感染，得以提高。

虚伪的歌颂是阿谀，恶意的揭发是诽谤，都

不是诗。诗的本质是实践，具有改造现实

的性能。

公木先生又说：作诗如此，做人亦然。

首先是做人，然后才是作诗。

是的，公木先生把做人放在了首位，我

想是对的，这也是我一生的遵循。此后，我

参军入伍，可能也是受先生的感召吧。在京

城的一家部队报社，我将先生的这篇文字全

文发表出来，算作对师恩的报答。而其赠我

之书，虽数度搬迁，却不敢丢弃，常于夜读

中，或在我陷入种种人生困境和迷惘痛苦

时，给我以勇气和力量，还有心灵的抚慰

与温暖。

我的名字
■ 由国庆（天津）

我生下来是个8斤8两的大胖小子，据

说当妈妈听到西营门外卫生院医生通知时，

她的倦困一扫而光，瞧着我重重地压在那台

小秤上，喜出望外。这是 1968 年国庆前的

早晨，产房外恰好过来一队“红卫兵”，敲锣

打鼓，呼声震天。

妈妈说，我在她肚子里大概六七个月

时就很不老实了，怀着我的她每天不仅要

教课判作业，还要背“语录”开大会，外面

越热闹我越在肚子里撒欢，扰得她几次险

些背错了词儿。或许是如火如荼的口号

催生，或许是不想在国庆游行的人浪中给

妈妈添乱，我迫不及待地提前两天来到这

世间。

按同辈孩子论，我的名字中间字该是

“俊”。“正好是庆国庆的大喜日子，干脆就叫

‘俊庆’吧。”妈妈已经记不清产房外是哪位

同事高兴地说了这么一句。刚上户口没几

天，不少人觉得我的名字听似女孩，于是又

改“迎庆”了。那年月，许多孩子的名字都深

深镌刻着时代的烙印，我怎能例外呢？几天

后，在学校校长的建议下，我拥有了在当时

看来最响亮的名字——“国庆”。妈妈再次

跑到派出所为我更名，户籍警可能 有些烦，

“你不是前几天才来过吗？怎么又要改名

字？”但当警察得知新名叫“国庆”时，不禁连

连称好，说这名字很革命，早该如此。

记得我家最初的户口簿上我的姓名栏

里挤满了用蓝黑钢笔填写、修改的 3 个名

字，上面清晰地盖着几个民警的名章，这纸

记忆只可惜在当年无法复制，无法收藏。至

今遗憾失落的还有一本1968年的火红封面

的小怀历，因为妈妈在祖国生日和我生日的

2个格子里特别用红笔画了钩和笑脸表情，

现在想来那可能是艰苦岁月中妈妈最大希

冀的流露吧。缘此，我对“1968年”很敏感，

一直计划收集各样有关当年国庆节的故纸

与物品，以寄情思。

妈妈一生亮嗓门，在家、在胡同喊我名

字时“国”字声重且大，“庆”音很散，几乎就

是个浅浅的一带而过的长尾音。40年来我

早就习惯了“国——”的唤声。近年，病榻

上的老娘无论多么痛苦，但喊起“国——”

来依旧响亮。2009 年 2 月末，她唤着我的

名字，向我吩咐了许多家里的要事，临走的

时候还不断喃喃地叫着我。我想，她为大

家、小家付出了一生，实难割舍，儿是老人家

的希望么。

老娘走了以后，我为了便于照顾老爹，

也为了方便写作，于是又将部分常用的书运

回老屋，重新收拾干净我原来的屋子当书

房，再次回到自己的旧时光中。那年，我克

服诸多困难，在老屋挑灯夜战，完成了《老广

告里的岁月往事》一书七八成的文稿，不久

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

话：“其实还有一点隐情没好意思和责编先

生说明，那就是约定下这部书稿的时候，家

慈仙逝仅仅百日，悲怆、思念，我的心难以抚

平。但是，我没有理由拒绝千里之外的真

诚。多少年来，为了让我有充裕的研究时

间，病中的母亲一直在承担着繁琐的家务，

而面对如此变故，理家的重担我必须扛起。

为了一桩事业，为了这本书，我只有比别人

付出更多的艰辛，学会坚韧，学会感恩。就

让此书一并献给微笑在天堂的母亲吧，化作

别样的团圆。”

静夜里，台灯下，我轻轻敲打着键盘，耳

边仿佛有母亲的声音从隔壁传来：国儿，早

点睡吧，别累着……

再说我结婚成家后，我的太太也沿袭了

“国——”的发音称呼，叫我“大国”，而我也

索性将电脑中的文件夹以“大国图库”、“国

的文稿”来命名。名叫“国庆”的人不少，生

活中不时耳闻或巧遇，相听亲切，相见如

故。时下的孩子多“洋名”，我们这名字有

时被视为俗，老辈人却说俗名的孩子好养

活，得健康。在下凡夫俗子，但从未嫌弃过

妈妈为我取的名字，能与青年共和国一起成

长、庆生是我一生的荣耀。

祝福祖国。

感恩母亲。

世界的东方

一条巨龙在传颂着生命的奇迹

五十六个民族

十四亿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地球的东方 诠释着

人类的奋斗史

毛泽东思想

用智慧奠基了

这里生命的顽强与博大

面对 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

你的人民依旧深情怀念

一起战斗的光辉岁月 南昌起义 井

冈山的故事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锤炼

建立社会主义新国家 成为全世界的

神奇

哦 不平凡的年代呵

因为有了你们的流血 牺牲 奉献

我们华夏大地有了 独立 民主 自由

我们的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从此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邓小平理论 又一次把马列主义

和你的思想光芒

春雷震撼

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四十多年来 我们用

改革

这两个沉甸甸的汉字

再次让中华民族 走向发展 繁荣

幸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阳光大道

让中国人民 富起来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承发展了革命前辈的信念

成熟了一代 又一代的共产党人

天大的苦难 没有压垮中国人民

洪水的肆虐 冰雪的无情

汶川的8级大地震

我们把不屈的脊梁挺起

十四亿人民团结一心 砸碎

一股 又一股恶魔

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和喜悦

科学发展观把时代前移

北京奥运会 残奥会

成功举办

神舟七号 载人太空行走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

书写着 文明 和谐 安宁

中华儿女

给生命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我们唱着

东方红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

我们一起携手追逐着中国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了我们新的航程

敢于自我革命的斗志

勇担世界风云的变化

你用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

和顽强的意志

在世界的东方再一次吹响了前进的号

角

“一带一路”的大开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胸怀

强起来了 我们的中华民族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你不畏艰险

践行着“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的共产

党人的誓言

你带领中国人民继续新时代的长征路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五星红旗在宇宙飘扬

呵 我的祖国 我们为你骄傲

我们为你感动

我们为你高呼 中国万岁 中国万岁

中国万岁
——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 穆继文（天津）

我的姥姥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

妇女，没上过什么学，也不识几个字，但

性格刚强，是名副其实的“女强人”。

姥姥从小就住在天津城隅东南角，

出阁时也只不过是换了条胡同而已。

因此，她对于这个地方的感情之深可想

而知。“老头儿去世了，都没掉过眼泪”

的她，却曾在我面前悄然垂泪三次，如

今想来，也真算见证了一段奇情。

我小时候总喜欢缠着大人讲故事

的。姥姥能讲的，却不是什么西游记、封

神榜、格林童话，而是一些她记忆中的往

事。记得有一次，她讲起1976年地震的

事情，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她说，地震前

东南角一带还没有楼房，全家住在帝君

庙胡同的平房里。那时候天气如何反

常，震感如何强烈，地光冲天是什么样子，

全部娓娓道来，最后讲的是全家住进临建

棚如何过日子，姥爷怎么去领饼干渣给家

人充饥等。语言生动形象，描述真切细

腻。姥姥说，有一段往事她从来没和别

人提起过，那就是在余震中，她曾只身回

到已经塌掉的老屋前，面对被砸得七零

八落、残破不堪的家具和物件，心里很不

好受。但她却没有空手回家，而是从瓦砾

和碎石中，挑拣出两块整砖带回去……

“我太爱这个地方了，从小我就在这长大，

这天灾啊，把所有东西都砸了、埋了，可我

得留点念想呀。”说到此处，她便擦了擦

眼角的泪水，这是我第一次见她湿红的

眼眶，也切身感受到了她“信之老屋终作

土，捧得凄凉片瓦回”的真挚感情。

听妈妈说，地震不久后，救灾和重建

工作就开始了。其间，姥姥带着几个孩子

曾到姥爷单位的厂房中栖居了三年。后

来，在胡同的原址上重新盖起了居民楼，

原来的住户在经过一番排列组合后，一一

搬回了故土。旧地重逢，老街坊又变成了

新邻居。——地震后，原来住在临街城角

胡同的杨老太太搬到了姥姥家对门。她

满头银发、身形瘦削，因是孤老户加上没

有工作单位，生活颇为拮据。自己也不宽

裕的姥姥，“穷帮穷”地没少予以接济和帮

助，两家关系也自然而然地更加熟络亲

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街道在了解情

况后，便在杨老太太家装上了公用电话。

一来是方便周围群众，二来也是为了给她

增加一些收入贴补生活。那时，姥姥给亲

戚们留下的联系方式，都是这个公用电话

号码。渐渐地，杨老太太仅靠耳音便能辨

别出电话是姥姥的哪个闺女或姑爷打来

的。逢年过节，不管是刚出锅热气腾腾的

饺子还是煮好拌得的三鲜卤捞面，姥姥一

定要遣人先去给杨老太太端一大碗过去，

然后必在一个多小时后再上门取回碗筷，

以免给人催促之感。相较于平常粗活累

活手到擒来、不在话下的形象，姥姥在这

方面所表现出周到细腻的另一面，着实令

人感佩。

2007年初，东南角城角楼及毛衣厂

一带纳入拆迁计划，姥姥和杨老太太闻

之怅然，二人安土重迁、坚拒搬家。“我们

是三十年的老街坊，住这一辈子了，哪都

不去！”而随着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搬走

了，一到晚上，两家灯火形影相吊，尤显

孤寂。为此，拆迁办的几位同志及街道

的干部三番五次到家中做工作，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甚至约之以利，几个姨妈

也是轮番规劝，但姥姥却不为所动。细

问她才说，“咱们都搬走了，杨老太太谁

管？我舍不得东南角这块地界，也放不

下我这个老姐们儿。”各方面得知原因

后，从中费力多次协调，最终由居委会出

面征求杨老太太意见，为她租下一间养

老公寓，并给付房屋拆迁款作结。姥姥

得知消息后，满意地点了点头，旋即同意

搬迁。在搬家那天，我们都去帮忙。临

别时，两位老人站在门口执手相看，依依

惜别的情景令人泪目而难忘。——那一

刻，包括姥姥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哭了。

乔迁新居后，姥姥每隔几周都要倒两次

公交车去看她，直到杨老太太去世。

前两年，姥姥年过八旬，腿疾日重，

不良于行，很长时间都不出屋了。一日

天气晴好，我提议由妈妈陪同，开车拉

着姥姥再去她住了七十年的地方转一

圈散散心。姥姥摆手表示不愿再去，

“全变了，也都不认识了。”在几番劝导

和央告下，才勉强赏光应允。于是，我

们驾车出发，徐徐缓行。妈妈落下车

窗，一路指点介绍，姥姥感慨萦系，惊讶

地看着周遭环境的变化。到了目的地，

眼看这里早无旧日景象，高楼林立、大

厦广衢、人流川息、地铁通达，一派欣欣

向荣。姥姥竟然激动得又一次落泪

了！“人老爱回忆、人老爱思乡。我在这

里住了近七十年，看了太多的人和事，

但从不敢想到这条路能修这么快，这地

方会变得这么好，这么漂亮！”姥姥拭着

泪说，“这些呀，可能你们永远不懂。”的

确，对于一位久居于此的耄耋老人来

说，她目睹过满载日本兵的卡车在旭街

上耀武扬威的疾驰；亲见过大地震后房

屋圮毁满地瓦砾的惨状。如今，置身于

“不太认识的老地方”，用自己的芳华讲

述着一座城的进步和改变。

七十年人海沧桑，七十年聚散如

烟，七十年物非人是，七十年留恋等

闲。多少人、多少事又重现重逢，那老

人的泪花啊，正是最好的纪念。

姥姥的眼泪
■ 路漫远（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