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新东

1979年冬天，我从招远县应征入
伍，被分配到济南军区烟台某部队油
库任司泵员，主要是担负油料收发任
务，责任心要求很强。

我们油料班八个战士工作量很
大。每个月接受油田发运几十个大油
罐的汽油、柴油，每个油罐盛汽油、柴
油约在50吨左右。我们每一次作业，战
士们都不怕苦、不喊累，处处严格要求
自己。我们的领导于立强、赵启华、谷
彦夫也和战士们一样共同作战，完成
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一次次任务。如果，
夜间接到工作任务，领导还给我们做
夜餐，给予了战士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使我一生难以忘记。

我们班每天都要给驻胶东地区的
海陆空军各部队发放各类品种油料。
每月还要向长山要塞部队供应桶装汽
油、柴油，工作量也很大。通过烟台港、

长山要塞部队运输船，将战备油料运
进岛内，保障了岛内部队作战训练。为
了减轻战士们的劳动负荷，领导赵启
华发明了吊装油桶设备，获得了军区
的嘉奖。

1981年秋天，总部和军区在胶东
地区进行了一次大型野战油料输运保
障演习。从栖霞县某部队油库向我部
队输运汽油。远距离输运汽油危险性
很大，需要的油管很多。管与管连接要
求很严格，绝对不能漏一滴汽油。演习
历时多日，沿途有很多部队的精兵，昼
夜站岗执勤，严防敌人破坏。演习中，
我们的领导对战士们特别关心，处处
严格要求我们安全第一，确保演习成
功。演习结束后，我们班工作突出，收
到了上级首长的表扬。

部队这个大熔炉历练了我永不言
败、勇往直前的品质，给我人生留下了
一笔珍贵的财富。我非常想念我的领
导于立强，真想再见他一面。

难难忘忘的的军军旅旅生生活活

赵明通

惊悉何冠奇老师不幸去世的噩
耗，心中如五雷轰顶。在悲痛不已的同
时，我也想起了我与何冠奇老师的不
解之缘。

我是一个最普通的、生活在最基
层的京剧爱好者，何冠奇老师是国家
一级导演，著名京剧编导、演员，原烟
台京剧院业务院长，著名京剧艺术大
师。我们相差如此悬殊，但我对何老师
非常熟悉，甚至我们还有过近距离接
触。

我第一次“认识”何冠奇老师，是
在二十多年前的烟台电视台上，他在
烟台大学的课堂上给学生演讲京剧知
识。他那特殊的有些沙哑的声音、特有
煽动力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以后在电视台上就经常看到他了，
因此对何老师也就有了一些了解。何
老师生于1939年，北京人，10岁时以少
先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北京的开国大
典，中国戏曲学院第一届本科毕业生，
集编、导、演于一身，写出过以焦裕禄
事迹为题材的著名京剧剧本《风雪探
亲人》，编导了著名新编历史京剧《甲
午恨》。1970年调入烟台京剧团并定居
烟台，退休后与夫人宋艳玲(也是著名
京剧演员)双双被聘到上海戏剧学院
教学，以后正式退休又住回烟台。正式
退休后，仍不遗余力地进行京剧的演
出、教育、普及等工作。可以说，何老师
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京剧事业。

作为一名京剧爱好者，我非常崇
拜何老师，总想有机会见他一面。虽然
我们同属烟台地区(当然何老师身居
烟台市区，我居住在偏僻的农村)，相
距也只有一二百公里，但由于自己不
善交际，再感觉我们之间的身份差距
太大，所以一直没有主动去见何老师。

机会终于到来了。2011年5月29

日，我听说，何老师将率领团队于这天
下午到离我们村十几里地的东山村进
行演出。我毫不犹豫地骑车提前来到
演出场地。我问工作人员：我可以见一
见何老师吗？工作人员回答：完全可
以！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容易！我在村委
办公室里见到了何老师，我激动地心

将要跳出来，我眼前的何老师，同在电
视里见到的完全一样！我很高兴我带
来了笔和本子，带来了能照相能录像
的手机。我请何老师签名留念，我本以
为能签个名字我就很满意了，没有想
到，何老师拿着笔认真思考了几分钟，
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赵
明通先生：有您这样的热心而忠诚的
戏曲爱好者，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让
我们共同努力吧！深表感谢。何冠奇
2011年5月29日于海阳东山。”我又提
出同何老师合影留念，何老师也痛快
地答应了。在一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我的心愿实现了。我把我与何老师的
合影和他给我的题词存在了电脑里，
这是何老师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这次演出，是应东山慈善会、烟台
程氏宗亲联谊会之邀，由何老师带队
来到海阳市行村镇东山村进行戏剧下
乡演出的。其中烟台京剧院国家一级
演员刘东利和李殿清夫妇、王晓艳、郭
岩等老师，演唱了《钓金龟》《梨花颂》

《红灯记》等京剧名段，烟台吕剧院演
出了著名大型吕剧《姊妹易嫁》。何老
师主持了这场名为“情系乡亲——— 京
剧吕剧名家演唱会”。他在开场白中
说：“我借用一位老乡的话说，过去你
们只是在电视里看到何冠奇，这次看
到活的了！”他幽默风趣的语言，把全
场上千名观众逗得哈哈大笑。我还把
何老师主持的开场白和演唱会中的著
名唱段录了像，我将永远收藏这珍贵
的资料。我非常庆幸，我得到了我与何
老师的合影、何老师给我的题词、何老
师的主持演讲录像以及这次演唱会的
精彩唱段。

我本来还想，等有机会一定再去
登门拜访何老师，但这个愿望一直未
能实现。这也是我非常遗憾的事。

对我们京剧爱好者来说，76岁的
年龄还是太短暂，因为我们还没有喜
欢够何老师，何老师还有许多没有做
完的事。但是，当我看到，从城市到农
村，还有许许多多京剧痴迷者；我还看
到，许许多多几岁十几岁的孩子，唱念
做打有模有样，我想对何老师说：何老
师安息吧！您未竟的京剧事业香火有
继，您一生钟爱的京剧艺术后继有人！

怀怀念念何何冠冠奇奇老老师师

家家乡乡吃吃水水的的回回望望

王新奉

四十多年前，咱们烟台还没人有手
机。就连座机电话，也只是单位和领导
及个别人的家中才有，一般平民家中还
难以企及。生活中自然就有诸多不便，
其间有两件小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1970年夏天，我有了第一个孩子，
岳母从青岛老家来帮我们看小孩。秋
天，在银川支边多年的大舅哥要回山
东探亲，决定先到烟台来看老娘及他
的小外甥。要坐两天两夜火车在北京
换车，该是第四天早上到烟台。可是，
早晨我骑脚踏车去接站时，没接着，工
作人员说是晚点了。那个年代火车晚
点并不是稀罕事。所以，问他们到底几
点能到，他们也说不准。

那时我在小黄山脚下的警备医院
工作，因上午还要值门诊班，只好回医院
上班。回来后一边看病号，一边心里惦记
着：”大舅哥到站后咋办？大老远的，又带
着不少行李。”可那时既没有出租车，也
没有手机联系，军内电话与地方电话也
很难接通，所以询问车站也不方便。

一上午，我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到
中午我正准备下班时，只见一个战士
把大舅哥带到了我面前。原来他九点
多钟下火车后，见没人接他，就自已背
着两大包行李，一路打听着找到警备
区。人家告诉他穿过毓璜顶公园、越过
毓西路，西面山上就是。

因为当时的医院门诊部，临时安
在上山的小路北侧的一个废庙里，而

病房则设在路南一个闲置车库中，既
没门头也无牌子。所以他竟越过了医
院，背着两个沉甸甸的大包袱，一直爬
坡往山里走去。直到到了山中另一部
队门前，见有战士站岗、以为是到了医
院。可一打听，人家告诉他已经走过
了。幸亏其中有人认识我，派了个战士
把他送了过来。

第二件事是1974年，大舅哥己调回
青岛沧口工作。因老家有孩子结婚，需
要几条新鲜鱼做席用。当时，青岛比咱
烟台买鱼还难，于是又来信让我帮忙
买，并说明只要有鳞不是和尚鱼(当地对
光鱼的别称)就行。可是咱烟台当时鱼也
不太好买，尤其是做席用的有鳞鱼(如黄
花鱼、白鳞鱼之类)，市面上也很少见到，
我只好托司务长到当时的红利市场军
供部看看。还不错，他给我买了几斤巴
掌大的小镜鱼。可是，怎么捎回去又成
了难题。

幸好当年铁路上都有军代表，他们
都和我同住在警备区家属大院。有人告
诉我，先把鱼收拾好，用盐卤一卤，晾个
半干。然后他帮我找随车军代表，捎到
沧口站停车时，让我大舅哥上车去取就
行。并要事先通知他到第几车厢找军代
表室。还让他胸前戴个白色大兜子，手
里拿张《青岛日报》做标记，真是和当年
地下工作者接头对暗号差不多。但你可
别说，事情却真的完成得挺顺利。

现在，每当我忆及以上事件时，都
会不由自主地想：唉，那时若能有个手
机该有多好！

没没有有手手机机的的年年月月

2015年6月4日 星期四 编辑：毛旭松 美编：夏坤 校对：于同济今 日 烟 台 <<<< C15行走烟台·人文

作者与
何冠奇 (右 )

合影。

翟在科

据报道，南水北调目前客水已惠及
莱州、招远、龙口、蓬莱。莱州涌来了“救
急水”，这使我想起了家乡吃水的变迁。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村吃水全
靠那为数不多的几眼水井。家家都备
有水缸、水桶(村里叫水筲)、担杖、井绳。
井绳是到井上提水的用具，俗语说：“一
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井绳盘曲在
井沿上，真和长蛇相似。井绳(当地叫掼
绳)有苞米秸粗，有的用蒲草拧编而成，
一丈多长，下头拴着铁钩 (有的是木
构)。铁钩有些奇巧，钩的上端要打造一
根筷子粗、指头长、有弹性的铁舌头，铁
舌头要与铁钩的末端靠近，以便打水
时阻止水桶滑落水井。

到井上打水是大人的事。小孩子
到井边，弯腰面对黑洞洞的水井，风险
极大，可是我十岁出头，便开始“上前
线”了。起初，用一只大水桶和一只小水
桶。我站在离水井稍远的地方，井绳摩
擦着井沿，用小水桶把水拖上来，灌进
大水桶，然后前小后大很不对称地把
水挑回家。年岁稍长，我就独当一面。两
腿骑跨在井旁，水桶送下去，摇摆着井
绳，水桶在井底左右晃动，等水桶底朝
上时，井绳往下一送，砰的一声，水桶便
钻进水里。然后一把一把将水桶拔上
来，有了些楞劲，带上了大人的气势。

1954年，我求学告别家乡。后来听说
有人跳井，我挑水的那眼水井报废，不
再给村人无私地贡献清凉甘甜的水了，
村里人吃水只好挤到远处的水井。文革
后我回家，发现每家每户都在院子里安
装了手动押水机。我见到的押水机，半
米来高，上端类似水壶，“水壶”上固定
着半米来长的押杆，押杆连着活塞，“水
壶”里舀上点水，起着密封活塞的作用。

一弯腰一弯腰地就能把水抽上来，水流
进桶里，再倒进缸里。村南有个泉眼，常
年流水。当时“村委”(叫大队)发动村民
在泉眼处挖掘水塘。水塘成功了，但村
里的水位却逐年下降。可能地下水脉相
通，修了水塘，截断了水源。

到了改革开放的年月，家家户户
的押水井也都废弃了，村里人吃水被
逼涌上了水塘。每家都必备个铁制小
推车，小车上卧着个方形或者圆形水
箱。方形水箱有学生单人课桌那么大，
圆形水箱比太阳能水箱略粗稍短。各
种水箱的上顶都焊接着碗口大的进水
口，口上有盖；水箱的后下方，焊有出水
开关，水推回家，打开水龙头，灌进水
桶。那阵子，村里有专人用水泵抽水，供
应村民，三天一次，定在下午三点钟。

每到供水时间，村民都忙碌起来，
各家各户都推着小水车，浩浩荡荡来
到水库边，杂乱地拥挤在那里。水泵一
响，粗急的水流便从水龙头里喷涌出
来，有人操控着水龙头往各户的水箱
里灌水。由于水流冲力大，水龙头也不
太听话。人们的脸上常常喷上水珠，衣
服也被溅湿。地上一会儿便泥泞不堪，
鞋在泥水里践踏，后来都穿上水鞋去
推水。由于大伙都有争先恐后的心理，
所以打水的人也常常为争个有利的位
置，闹得脸红脖子粗，场面和气氛时时
充满火药味。

后来，村里建筑起一座水塔，水塔
供水，水流驯服得多，不再见慌乱的场
面。再后来，由于灌溉和吃水时时冲突，
而且，经有关部门检测，水塘的水质也
不达标，村里便筹措资金打了几眼深
水井。接着统一规划，纵横交错地在村
里埋上了管道，管道把深井水输送到
各家各户的院子里，老百姓从此也吃
上了“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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