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时光·走笔
■ 杨莉

踏实务实
孜孜不倦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掇刀分局化工循
环产业园管理所， 是在 2011 年为了服务
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而组建成立的。 昔日
的农村已变成现代化的工厂， 蜿蜒的小路
已变成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 化工循环产
业园管理所所长邹正华带领全所人员融入
化工园，先后为百家企业、几十个基础设施
办理土地手续，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2018 年 1 月， 玲珑轮胎落户荆门化
工循环产业园， 投资 54 亿元建设年产
1446 万套高性能轮胎及配套工程项目，
土地需求量约 1500 亩。 该地块土地情况

“军魂永驻”征文选登
■ 杨松鹏

三年兵
“光荣军属” 的匾额红底金字，高悬
在我家的门楣上方，在冬阳的温暖里诉说
着喜庆。 在大队欢送新兵的锣鼓声中，我
走出杨家湾，走出我人生的第一步。
1975 年，我走进军营。 新兵连是当兵
的门槛，白天的训练还在其次，要命的是
黑夜里的紧急集合，为此，我常常和衣而
眠，每逢紧急集合训练，姿态从容许多。
经过三个月的训练，我们这些老百姓

■ 陈昌泉

老而未朽
说“老了”，是指年龄，因为离退休不
远了； 说“未朽”， 是指自己拼搏精神还
在，还不服老，不服输，身体机能也还处于
不错的状态。
2013 年 7 月， 东宝区教育系统在联
通俱乐部举行了第二届乒乓球比赛，我作
为文峰中学代表队的第一主力，率领文峰
中学乒乓球代表队勇夺团体冠军。

■ 赵新军

连翘（四）
70 年代末期，我和连翘上中学了，分
别在相邻的两个班，我俩经常在上学和放
学的路上遇上。
她每次见到我都会从头到脚仔细地
打量我一番，然后说：你的裤子太土了，也
太阔。 现在流行尻板裤（包紧臀部），我带
你去改改吧！ 你还穿你妈给做的布兜兜？
我穿的可是高级胸罩，我大姐从汉口寄来
的，你看看，红色带海绵的。 我大姐说了，
女孩子的胸越大越好看，不用勒紧的。 我
还有一双高跟鞋……
那时候，沙洋镇上满大街都是穿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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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复杂，有热电厂的灰库用地、天茂的
高位水池用地、永发能源用地、批而未供
土地，还有 350 亩集体农用地。 玲珑轮胎
定于 2018 年 8 月正式动工，时间非常紧
迫。邹正华对存量地的收回和农用地的转
用倒排工期，紧抓“跟踪服务”四个字，每
天弄清进程和问题。 这年的春节，邹正华
是在玲珑轮胎的用地手续中度过的。
2018 年 8 月， 玲珑轮胎公司全部土
地手续办结，如期开工建设。 如今看着玲
珑轮胎公司成排的厂房、 繁忙的工人，作
为众多服务大军的一员，邹正华感到很欣
慰，有种将废钢废铁变成“
豪车”的感觉。
化工园内外有 4 个关停的石膏矿，地
质灾害隐患较大。2018 年 10 月 9 日凌晨
6 点， 荣星村宝龙石膏矿发生塌陷事件，
造成民房倒塌。邹正华一接到村书记的电
话，便立即向分局报告，没来得及洗漱就
赶往现场参与应急处理。现场凹陷的水泥
路被沙土填平，红色的石砖溅落在坍塌区
的四周， 倒下的水泥板斜插在废墟之中。

邹正华见状赶紧疏散群众， 查看现场情
况，安排相关事宜等等，一直忙到下午两
点才吃饭。 为了防止灾害再次发生，他主
动参加一个多月的应急轮班值守， 吃、住
都在现场，晚上就在车上度过。 顶着身体
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人硬是瘦了一圈。
每年的梅雨季节，也是邹正华最有压
力的季节，无论工作日还是节假日，无论
白天和黑夜，地质灾害的这根弦他始终紧
绷着，雨前、雨中、雨后，他的足迹遍布所
有的隐患点。
邹正华在化工循环产业园管理所工
作了 10 个春夏秋冬， 他时刻提醒身边
人：服务群众无小事，不要总是“我觉得”，
而是要看
“群众觉得”。 坚持群众盼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善于办实事、敢于解难题。
他带领管理所一班人，为企业和群众提供
了优质高效的服务，获得企业和群众的一
致好评。 正是有了这些基层人员的守护，
才有了群众和企业的安宁和发展。

被训练得像个兵了，之后被分配到各建制
连队，开始各自的军旅生涯。
四月，北方的春天姗姗来迟，从营房
到子牙河的公路两边， 白杨刚刚吐叶，嫩
绿的叶片在料峭春寒中特别让人怜爱，它
伸展开手脚，叶子变大，颜色变成鲜绿，那
蓬蓬松松的一株， 那整整齐齐的两排，会
让你精神一振。
子牙河和故乡的天门河在当时几乎
一样宽，所以它让我感觉亲切。 平常的日
子里，子牙河很温顺，微波细浪，非常适合
水上作业，我们先从半门桥训练开始。 连
结半门桥，须拧紧每桁两个哑铃般大小的
螺丝。 水上训练，手中的螺帽有时会不小
心掉入水里。螺帽金贵，一旦落水，排长一
准会让人下去捞。 有一次，螺帽又掉下了
水，排长下令：
“九班副，下！ ”九班副下水
白受冻一场，没有捞到。排长傻了眼，不知
道再叫谁。我边脱训练服边说：
“我试试。”

我脱得只剩一条军用大裤衩， 天真冷，水
特凉，我接过器材员递过来的水壶，猛地
灌了一口烧酒，酒呛，却烧了出勇敢，一个
猛子扎下水，摸了好大一会儿，我举着螺
帽浮出水面。 排长喊：
“快上来！ 快！ ”那声
音里满是高兴，在我听来就是口头嘉奖。
从春到夏， 我们连始终干的就是这
个。初秋，整个团被拉到黄骅野营训练，我
们排作为码头排相当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浮桥托载着坦克隆隆开过，排长笑了。
“
7.28”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们被派
往天津市南开区，在天亮之前对倒塌房屋
探查搜寻。那一天我们连只找到二十几具
尸体，未能救到一个幸存者，这让我们非
常遗憾。
1977 年，在一次万米长跑训练中，我
的肚子疼得厉害，被紧急送到医院，原来
是阑尾炎。 在这所医院，我知道了敬业这
个词的丰富内涵。 别人割阑尾半小时完

事，我却在手术台上躺了 4 小时，因为医
生在做手术时意外发现我直肠上的一个
肿瘤，顺便给割了，免除了我日后再挨一
刀的痛苦。 我在那儿休养了一个月，医生
护士都我很好，照顾得无微不至，出院的
时候我有些恋恋不舍。
1978 年 4 月 8 日，我退役返乡，重新
寻找人生的方向。透过高考这扇曙色微明
的窗户，我扛起父母的期望，踏上那条通
向大学的拥堵不堪的独木桥，并终于得偿
所愿。
曾经当过兵，就没有啃不下的山头。

2014 年 7 月， 东宝区教育系统在三
三 0 水泥厂羽毛球馆举行了羽毛球比赛，
我在决赛中以 1：2 惜败东宝中学的杨老
师，屈居亚军。夺取冠军并不是没有机会，
只是机会没有把握好而已。因此获得区教
育局颁发的个人亚军荣誉证书及 200 元
奖金，我们学校代表队获得团体亚军。
2015 年 9 月， 我作为东宝区教育局
代表队的下水队员之一，参加在汉通游泳
馆举行的荆门市教育系统首届“杏坛杯”
游泳比赛，获得团体亚军。 在我参加这次
比赛之前，我们学校有蒋老师、田老师、龚
老师三个是常年坚持游泳的人，他们都对
我报名参赛持怀疑态度。蒋更是怂恿田和
我一比高下，想看我的笑话。有一回，他们
约我去漳河游泳。 下水之后，我唯恐他们

小看我，快速游了一段之后，他们三位摸
清了我的底细，蒋老师再也不提让田老师
和我比试的事了。 我本不该那么张扬，让
他们好好组织一场我和田的比赛，说不定
还能赢一次聚餐的钱呢。
2018 年 4 月，我参加了“圣境山杯”
长跑活动，5 公里长跑，我一气呵成。 虽然
成绩不突出，但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大多
不是我的对手。 同年，学校五月体育艺术
节教职工比赛中， 我获得乒乓球冠军、羽
毛球亚军，有多位三、四十岁的老师败在
了我的拍下。
2019 年，学校五月体育艺术节教职工
比赛中，我获得羽毛球冠军及乒乓球亚军。
同年，在第二届
“杏坛杯”教职工游泳比赛
中，虽然团体成绩并不出色，但根据领导拍

摄的我队全程比赛视频测算， 我的个人速
度虽然与四大男主力存在差距， 但比两个
70 后、一个 80 后、一个 90 后的男队员成
绩都要快 5 秒以上，我在 16 个下水队员中
名列第五。 这些成绩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浮
夸，只是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很不错，没
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意思。
大家可以认为我“
老了”，其实我是不
承认自己老的，因为前不久才在网上看到
一个 92 岁的老教师， 还在山区义务给同
村的学生辅导物理，所以我效仿那位老教
师，至少还有三十多年的工作要做。 与 92
岁的老教师相比，我不仅没老，而且还“年
轻”得很。我要告诉大家，我的身体状况良
好，还“
未朽”，还要继续工作几十年。

喇叭裤，烫着爆炸卷发型，手里提着录音
机的时髦青年。他们大多是：眼神迷茫，一
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在街上晃悠。 偶尔还
会有一群人聚集街边，在录音机里的摇滚
音乐伴奏下群魔乱舞。
我哥哥也禁不住诱惑，跟着同学出去
“浪”过一阵，被我爸看见后，拎回家来狠
狠地揍了一顿。 后来，母亲将哥哥的喇叭
裤给弟弟改了一条裤子。
一次淘气后，我又挨打了（我爹不爱
动嘴）。弟弟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调侃我说，
你就是母亲在垃圾堆里捡回家的。当时说
者无心，听者有意。 我曾经不止一次在连
翘跟前哭诉过这件事，她懵懂地听完后也
只能同情地安慰我一下。
打那以后，我成天疑虑重重。 这个疑
团时不时地就会跑出来撕咬我的心脏，同
时也更加坚定了找寻亲生父母的决心。每
当受了委屈，我就会在心里暗暗地激励自
己：等有一天我翅膀硬了，一定要去找我

亲生的父母，让他们狠狠地爱我！
一天，趁着父母不在家，我神情严肃、
皱着眉头，很郑重其事地问哥哥：弟弟说
过，我是捡来的，你一定也知道，可当真？
哥哥瞪着两眼诧异地看了我一会，然后刮
着我的鼻子，噗嗤一声笑着说：傻丫头，怎
么会是捡来的， 看你长得和爹一模一样！
你刚生下来那会儿我还抱过你呢（哥哥比
我大 9 岁）！接着，哥哥津津乐道地说起我
幼时的故事。 此时我才彻底释然了。
整个初中， 我像是一株不起眼的小
草。好在班主任龚老师（女）上课时经常点
我起来朗读课文，这让我平凡的人生有了
一丝亮点。 也就在那个时期，文学的种子
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后来，我和龚老师的
师生情谊也一直延续着，每到过年，我会
给老师送条围巾之类的小礼物，或者买点
补品。
期中考试前一天， 隔壁班的班主任、
英俊高冷的夏老师把连翘喊出去谈话了。

听说是责令其回家换衣服，否则禁止入校
门。 那时，街上也正在查处喇叭裤和爆炸
卷发，抓到了就剪掉喇叭裤，强制拉直爆
炸卷发。
我知道， 连翘不仅打扮有些出格，还
很有些江湖义气。 据小道消息，当时还有
男生追求连翘。 我暗暗地膜拜她，也不禁
有些替她担忧。

邹 正 华 （左 二 ）在 用 地 现 场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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