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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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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子弹咋了，不行咱从鬼
子汉奸那里抢嘛！满意爹60多
岁了，还一刀砍死个鬼子呢。你
看现在垛庄据点的鬼子！他们
也知道咱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不大敢出据点了。现在咱们已
经和他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再过段时间，长城岭那边的队
伍休整完了，咱就配合主力端
了它去。孙祥哥你枪法这么好，
敢去不？”金龙说。

金龙和孙祥都是好酒的
人，俩人你来我往，喝得面红耳
赤。孙祥说：“老子不干国军了，
那边太腐败，太黑了。我孙祥本
来想溜回来，解甲归田伺候老
娘就行了。没想到咱村里有英
雄，我要和你们一块打鬼子。我
带回来的子弹不少，到时候你
叫着我，我负责狙击鬼子机枪
手，你放心我不让他们的机枪
发言。”

金龙喝了一盅酒，好，咱哥
俩一言为定。我听说哥哥你跤
法不错，今晚月亮这么好，咱哥
俩出去比划比划。孙祥听了哈
哈大笑，一仰头喝了一杯。走兄
弟，咱俩出去练练。

皎白的月光洒满了小院
子，金龙出门脱了小褂，露出一
身腱子肉，来到院子中央，一俯
身，抱起一个 200来斤的碌碡，
稳稳地走了几步，把碌碡放到
了一块大石头上。孙祥挽了挽
袖子，快步过去，一弯腰想把碌
碡抱起来，却没成功，尴尬地笑
着摇了摇头道：“多年没抱这玩
意了，今天手生了。”

这边金龙一扎马步，抱拳
说道：请了。

孙祥也不含糊一个箭步上
去就想抄金龙的前腿，但见金
龙一撤步稳稳地躲过了。俩人
就搭上胳膊，缠斗了起来。孙祥
一看抱腿摔的招式不行，连着
给金龙下了几个绊子都没成
功，一扭身扯着金龙的胳膊就
想给金龙一个过肩摔。没想到
金龙借力发力一个跟头从孙祥
肩上翻了过去，又稳稳地站住
了。孙祥有点急眼了，凌空一脚
朝着金龙飞踹过去，金龙不慌
不忙，一侧身一伸手接住孙祥
的右腿往上一抬，同时右脚往
孙祥的左脚踝使劲一勾，孙祥
应声倒地。几个回合下来，孙祥
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起来还
想再摔，但见金龙面不更色，从
容地扎着马步在等着自己出
招，知道自己不是金龙对手，一
抱拳说道：老弟功夫了得，在下
佩服。金龙笑着说：“是孙祥哥
让着我，走咱进屋继续喝酒
去。”

孙祥也是个爽快人，进了
屋就说，在国军这几年管着军
需有权，整天胡吃海喝，还学会
了赌博，花天酒地地把身子掏
空了，现在回了高家峪，要勤俭
持家，好好种庄稼孝敬爹娘。大
家听了不但没小瞧他，反而觉
着他是个人物，有改过自新的
味道。

孙祥娘听后，微笑着和金
锁爷爷说：“请二当家的外出刷
布时，看着有合适的姑娘给孙
祥保保媒。”金锁爷爷笑着点头
应允了。

(未完待续)

中中国国体体坛坛春春天天的的一一只只燕燕子子
——— 记章丘籍跳高名将郑凤荣

□翟伯成

郑凤荣，一位章丘人，曾腾
空一跳，让世界惊讶，美联社惊
呼：“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
京以有力的一跳，向世界田径
宣告，六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
落后选手了。”

郑凤荣，出生于1937年，祖
籍章丘市水寨镇狮子口村。
1953年，她代表山东队参加华
东区第一届田径运动会，以
1 . 38米获跳高第二名，以4 . 76米
获跳远冠军。这一年她被选入
国家田径集训队。1954年全国
十三城市大中学生田径运动会
上，她以 1 . 45米的成绩打破全
国女子跳高纪录。在中央体育
学院学习期间，她的跳高成绩
从1 . 48米提高到1 . 61米，成为我
国第一个跳高运动健将。1957

年她在柏林的一次国际田径比
赛中，以 1 . 72米的成绩获得第
一名，跨入了世界女子跳高先
进行列。这一年她的跳高成绩
不断得到提高，接连跳过 1 . 73

米和1 . 75米。1957年11月17日的
北京田径比赛中，她成功跳过
了 1 . 77米，打破了由美国运动
员M·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 . 76米
的世界纪录。她因而成为我国
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
员，也是我国第一位打破田径
世界纪录的运动员，是 1936年
以来亚洲第一位打破田径世界
纪录的运动员。美联社当时惊
呼：“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
京以有力的一跳，向世界田径
宣告，六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
落后选手了。”国内评论称她是

“宣布中国体育运动春天降临
的一只燕子”。她曾多次打破女
子三项全能的全国纪录。她的
跳高技术非常全面扎实，从助
跑到起跳，技术衔接好，过竿技
术也很突出。1965年周恩来总
理亲自向她授予体育运动荣誉
奖章。

郑凤荣跳高的最好成绩是
1 . 78米，是1963年创造的，是用
剪式跳高姿势打破世界纪录
的。剪式跳高始于19世纪末，为
美国东部运动员首先采用。传
入亚洲后，曾被称“东方式”。又

因跳时身体各部分呈波浪式依
次过横竿，故又称“波浪式”。

1956年郑凤荣获运动健将
称号，1956年获国家体委颁发
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79年
起郑凤荣任中国田协副主席。
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的代表。1978年、1983

年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
委员。英国《吉尼斯田径全书》
对郑凤荣有所介绍，并刊登她
的照片。1984年她被评选为我
国建国 3 5 年来优秀运动员之
一，曾任中国体育服务公司副
总经理。她的一家被称为“跳高
之家”。她的爱人段其炎曾获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男子跳高
冠军(成绩1 . 97米)，女儿亦是一
位跳高运动员。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郑凤
荣运动状态最好的时期，中国
没有参加奥运会，这也成为郑
凤荣运动生涯中最大的遗憾。
郑凤荣感慨地说，“现在我们不
但破了越来越多的世界纪录，还
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这是50年前
周恩来总理就预见到的，但在那
时却不可想象。所以，虽然不能
亲自去赛场为国争光，但是，能
在有生之年赶上奥运会在我们

国家举办，还能成为奥运火炬
手，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

岁月如梭，半个世纪里中
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5年5月15日，郑凤荣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国际奥委会
主席萨马兰奇亲自授予的奥林
匹克勋章。全球共有200多位体
育人士曾获此殊荣，中国只有

13人，其中大多数是体育官员，
运动员只有2人。对于这位中国
曾经最优秀的女子跳高运动员
而言，尽管离开了田径场，但她
似乎一直在人生的赛场上不断
地跨越新的横竿，创造新的高
度。

(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
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转眼到了上世纪 5 0 年
代，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互助合作运动，当时，我村建
立了好多互助组，农民的热
情高涨，农业生产连年取得
丰收。大概到了1952年，上级
给我村派来一位姓兰的干
部，大家都叫他“老兰同志”。
他除了帮村干部抓正常工作
外，还决定在北大井上做文
章。他和村干部叶本贵商量
好后就下手了。他们按照计
划先组织起人员，然后在井
口竖起用三根顶梁柱绑在一
起的大架，架顶上安上滑轮，
然后用大绳拉着把人送下井
底，井上面招来很多人看热

闹，不知他们要干什么？等把
井下人拉上来后才知道，原
来井里边有很多铁路道轨，
他们是想打捞井下的铁轨
呀。因为井里水多，露着的道
轨只是几根。经过商量，又派
人下了井，把铁绳系在道轨头
上的孔眼里，人上了井然后再
把道轨拉上来，因为道轨顺直
地竖在井里，所以拉得很顺
利。这样，接连几天，从井里拉
上二十多条。后来越来越难
了，因为都埋在水下面。

又待了一段时间，上级
从东海舰队请来潜水员，他
们穿上潜水衣下到井底，把
道轨捆好后再上井，为了方

便还安上电话，井上井下互
通情况。那时候设备差，一次
只能拉一条，前后用了大半
年时间，从井里捞出三百多
条铁道轨。村里把这些道轨
全部交给了国家。

原来，这些铁道轨是胶
济铁路上的，在八年抗战期
间，游击队、武工队给敌人破
坏运输线，晚上扒了，二十多
人抬一根，连夜抬到二十多
里外的俺村，扔进北大井里，
解放后，人们又把它捞出来，
让它们重见天日，为社会主
义建设作出奉献。

(作者：叶因森 章丘市
委办公室退休干部)

□刘学宁

我想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娇媚缠绵 侧耳细语
周一横跨周五的慢慢清早
由你把我叫起
睡眼惺忪顷刻苏醒
踱着匆匆脚步，周而复始
诠释着青春的模样

我想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紫罗纱裙 翩翩起舞
附上肖邦的《夜曲》

幽幽怨怨
跳动尘埃且纯粹的音符
俏皮的脚尖，起落有致
温暖着昏暗的烛光

我想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遇事不惊 处事未变

来来往往的街口

孙女的天真 吠吠的忠犬
回首过往 年华逝去

苍老面颊下，层层沟壑
享受着不朽的光明

捞捞出出330000多多根根铁铁轨轨

在我村庄的西边，
有一座小山——— 鸡鸣山。
没有绿树婆娑，
没有松柏参天，
鸡鸣山——— 母亲山。
她历尽沧桑
哺育了多少儿女，
她春夏秋冬，
耕耘着多少良田。
小时候

春季里放风筝，
夏日里当牛倌，
学生成队野外游，
酸枣吃李摘不完，
曲崎的山路上
记录了我几多
梦想与乐欢。
到后来，
我离开您到了城里
归路长长

久久思念，故乡的情思，
依然如河鲤般活鲜。

“双节”放假，
我和孩子们一道，
回到您的身边。
您已无昔日的风采。
伤痕累累，
却仍然用年迈的身躯，
为子孙后代默默奉献。
(叶因森)

村村西西的的鸡鸡鸣鸣山山

北大井故事(2)

我我想想有有个个

如如你你一一般般的的人人

1965年，周恩来总理向郑凤荣授予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郑凤荣的跳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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