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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
续写《邓亚萍印象》

□赵大民

童年时有一种游戏叫打皮牛。皮牛，
不是皮子做的牛，是书上说的陀螺。

那时候，很多乡下孩子买不起商店里
的陀螺，但我们的父亲却一个个能工巧匠
似的，从自家的柴火堆里拉出一根一弧粗
的木头，锯出一段儿，蹲在门前用砍刀叮叮
咣咣地砍一阵子……我父亲的眼神专注得
很，甚至于母亲喊他：“孩儿他爹，喝汤了。”
他也没有听见似的，只顾忙自己的。

砍皮牛不是多大的力气活儿，做起来
却细发得很。先要砍出个上圆下尖的模型
来——上面不能太大，头重脚轻不快；下面
不能太尖，重心不稳容易倒。父亲手起得
轻，刀也落得柔，慢慢地，皮牛被修得光洁
发亮，周周正正。他还别出心裁地用红、黑
墨水在圆面上画上花和小鸟，让皮牛转起
来色彩斑斓惹人眼。

打皮牛，当然是离不了鞭子的，而那鞭
子是母亲的杰作。她会选一段结实的荆条
做鞭杆，选旧衣裳裁一截下来，编一个麻花
出来，独独留一个细细的布头做鞭梢。

那时的村里都有打麦场，圆的、长的麦
秸垛围在周围，成了天然屏障。麦场虽是
土地，却光溜溜平展展，打起皮牛很过瘾。

皮牛，往往不是一个人打，我们是要比
赛的。场中间划一道白线，一方的皮牛打过
线了，另一方必须接着打过来，若皮牛倒下
去了，就是“死了”。若是一方连“死”十次，
这一局就输了，就会有新的一方来应战。

数九寒天里，我们个个把棉袄都脱了，
身子呼地蹿到左边，又呼地蹿到右边，胳膊
挥舞着，鞭子呼啸着。有时候，皮牛被对方
打过来了，就地转了一圈，眼看要倒下了，忽
地一声脆生生的哨音传来，那红鞭梢就风驰
电掣般地舞过来，把那粉白的皮牛裹住了。

人们静着脸，屏住气，谁也不出一声，不

知谁突然大声叫着：“小明，你皮牛死定了。”
小明的脸蛋儿红得如染了霞，他的手

臂只一收，那裹着的红线就慢慢地一点儿、
一点儿地展开。蓦地，他手臂一扬，那皮牛
竟高高地飞到空中去，然后打着旋，稳稳地
落在对方的场地里，竟旋得开了花。对方
看呆了，竟忘了扬起自己的鞭子，直至那皮
牛倒了下去。

“中！中！小明真中！”那欢呼声就把
榆树上的麻雀儿惊走了。

小明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小伙伴中
打得最好的一个。他的父亲是教师，每年，
他父亲早早地砍好了新皮牛给他，而我的
父亲此时还在很远的地方修水库。这个时
候，小明就会来找我，“你先打我的，我教你
更好的方法，中不中？”我真就被他逗笑
了。他把皮牛交到我的手里，手把手教我
如何顺着、倒着打皮牛，甚至用手撒皮牛。
那徒手撒皮牛的动作是一气呵成的。他把
鞭子夹在腋下，把皮牛拿在手中，无论是左
翻或右翻，那皮牛就从他的手中旋下来，稳
稳地落到地面去，他后退几步，鞭子早握到
手里了，那鞭梢嗖地飞过去，那皮牛就转得
人眼花缭乱了。

父亲从工地上回来，第一件事自是砍
皮牛给我。母亲说：“他爹，不会歇歇？”父
亲说：“俺不使哩慌。”他给娘掸掉身上的土
星，说：“走，咱陪娃儿打皮牛去。”

这时，我就疯跑着去叫小明，还没看见
人呢，就叫着：“小明——俺爹回来了。俺
爹给俺砍新皮牛了！”

我们在打麦场上打得一头汗，回头看
时，发现爹娘坐在场边看着我们笑。

我很怀念那打皮牛的日子。8

□张向前

邓州人宗悫，生活在南朝刘宋时代。出身
儒学之家的他，不爱读书学文，却好耍枪弄棒，
乡里人都不看好他。有人问他有何志向时，他
竟说出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来：“愿乘长风破万
里浪。”这就是成语“乘风破浪”的典故来源。
钟情儒学、有些孤傲的叔父宗炳曾批评他：如
不富贵，则要败家。

一

南朝是乱世，却给习武者提供了功成名就
的机会。自认为在家乡不会有大出息的宗悫
毅然决然外出应征。因着强健的体魄和娴熟
的武艺，宗悫在众多应征者中脱颖而出。江夏
王刘义恭对他十分赏识，行军打仗都带着他。
这也让他有了更多展示武功才能的舞台。南
征北战，他跟随刘义恭出生入死十余年，从一
名普通士兵升至上将军。乡里人闻知，不少人
对他伸出了大拇指，就连小时候颇不看好他的
叔父宗炳也对他刮目相看。

南朝宋元嘉二十三年(446 年)，林邑国暴
乱，寇扰不已。宋廷以交州刺史檀和之为主
帅，征伐林邑国。宗悫自请参战，被刘义恭推
荐给宋廷。听说有这样一个毛遂自荐愿意为
国征战的人，宋文帝刘义隆很高兴，下令任命
宗悫为振武将军迎敌。宗悫分兵数道，采用伏
击战策略，偃旗潜进，大破敌军。只是没想到，
部队进逼至象浦时，却遭遇一场大败——正在
双方对垒酣战之际，敌军驯养的一群大象冲入
了宋军队伍。顿时，宋军阵形大乱，大象踩踏
翻卷，将士死伤无数。宗悫只得拔旗收兵。

“怎么才能制住大象呢？”苦苦思索的宗悫
终于想到了一条妙计：仿制一批形神逼真的狮
子模型。

双方再战。当身披铠甲的大象肆无忌惮
地冲到宋军阵前时，只见宋军纷纷后撤，一群

张牙舞爪的凶猛“狮子”出现在大象面前。
见到“百兽之王”，大象惊恐万状，有的回头
朝林邑军冲去，有的四散奔逃。宗悫乘机率
队掩杀，敌军溃散，很快便被宋军攻破都
城。林邑国有许多奇珍异宝，宗悫分毫不
取，除自身携带的衣物木梳篦子等外一无他
物。他的清廉自爱，受到了宋文帝的旌表。

“狮子破大象”，使宗悫的声名远播。后
来，他又多次征战平乱，屡立军功，升任左卫
将军、平西将军 、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历镇
广州、豫州等地，实现了他从小立志“乘风破
浪”的夙愿。

二

少年时期，宗悫就表现出过人的胆量。
一次，宗悫的哥哥宗泌娶妻婚宴，宾客满

座好不热闹。一伙贼人趁乱冒充贺喜的宾客
混了进来。当大家吃喝高兴时，几个贼人趁
机溜到库房偷取财物。恰被路过的一个家仆碰
见。惊恐失色的仆人，边跑边大声叫喊。

亲朋好友正沉浸在酒宴的欢快之中，一时
间都惊呆了，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此时，
14岁的少年宗悫镇定自若地站了出来。只见
他去房内取出平日的佩剑，直奔库房而去，宾
客和家人跟着随了过去。

还没来得及逃走的贼人见带头的是个小
小少年郞，又狂妄起来。宗悫却毫无惧色，挥
舞长剑就和这帮人打斗了起来。贼人在惊惧
中扔下所盗财物，逃跑了。

整个过程，宗悫让大家赞叹不已。
宗悫的一个同乡瘐业，家境富有，生活豪

侈。宗悫去找他，他用腌菜、糙米接待。怕别人
言他势利，瘐业还振振有词地辩解道：宗悫是行
伍出身，习惯了粗茶淡饭。宗悫倒是从不计较，
每次总是饱餐而去，临行前还要拱手致谢。

后来，宗悫被任命为豫州刺史时，瘐业很想
在宗悫手下谋个差事，却怎么也开不了口。这

个信息传到了宗悫耳里。不久，宗悫找了个机
会组织同乡聚会。席间，宗悫专门与瘐业坐在
一起，与他频频碰杯，拉着他的臂膀说那时的玩
笑话。酒酣耳热之际，瘐业充满悔意地说：当初
我不应当那样对你，你心里不会介意吧？

宗悫大度地说，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曾在齐
桓公还没有即位之前射伤过他，但齐桓公最后
还是邀请管仲来辅佐他成就了霸业。我虽不能
跟齐桓公相比，但这点度量还是有的，怎么会计
较呢？咱们都是同乡，你有什么事尽管说。

宗悫厚待瘐业，任命他为长史。看到宗
悫不计前嫌，瘐业也不负所托，在兵马和钱粮
管理方面做得很出色，为宗悫征战提供了强
力保障。

“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
宗悫之长风。”这名句出自文采斐然的《滕王阁
序》。看来，在“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心中，智
勇而又不计前嫌的宗悫是一个值得仰慕和追
效的人。8

□封德 章东丽

一场雨下过，小山村格外清新。在村
前桥头的大柳树下，人们端着饭碗，闲聊
着。

“换米换面喽——”脆生生的喊和着湿
漉漉的风飘了过来。在山路的拐弯处，一
辆蓝色的三轮车驶来，一位身背小包、五十
来岁的汉子从车上跳了下来，他就是人们
口中常说的“王货郎”王修山。三轮车上装
满了米面油和日常生活用品。大家纷纷站
起来向他打招呼：“王货郎，上家吃饭！”

“吃了，媳妇天不亮就起床做饭了。”王
修山边回答边打开三轮车的加高栏。

“说曹操曹操到，昨天夜里做梦还念叨
你哩。”在村南头住的王来福扒拉完碗里最
后一口饭，“面多少钱一袋？”“老价钱，八十
块。”王修山说。

“好，来一袋。”王来福把碗和筷子一合
捏在一个手中，弯下腰让王修山把一袋面
放在他肩上，“一会儿我把钱送来。”

“好嘞。”
有人开玩笑说：“王货郎，你不怕他跑

了不给钱？”
“日子这么好，他舍得跑？真跑了我不

要钱。”
王修山的话引起了大家一阵哄笑。
王修山是西峡县桑坪镇塘岈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说起往日，王修山可没有现
在这么精神。患有严重冠心病的他，7年
前做了支架手术，干不了重活，治病欠了
不少外债，一家人的生活压在了妻子一个
人柔弱的肩膀上。孩子上学要钱，自己治
病要钱……那时节，王修山对生活一点信
心也没有，整日苦愁着脸。

王修山做梦也没想到，他家能发生这
么大的变化。那年，他家被评为贫困户，孩
子上学有了教育补贴，他治病有了医疗补
贴，帮扶干部多次上门，动员、帮助他家种
植 1万袋袋料香菇。从此他家交了好运，

小香菇一茬一茬地出，钱一沓一沓往口袋
里装。还了账，有了积蓄，脱了贫，日子就
像那芝麻开花，一节比一节高。

日子一好，奇了，王修山的病轻了，身
体也硬实了许多，虽然现在还天天不离药，
已能帮助妻子干活了。香菇棚里，玉米地
里，王修山出出进进，越干越有劲，脸也不
苦愁了，人也年轻了。今年春天，他在种香
菇的同时，买了一辆大三轮，利用农闲时节
帮集镇一家粮油批发门市下乡换粮油，当
上了山乡货郎……

生意的头一开，王修山便忙开了，有要
米的，也有要油的，有用钱买的，也有用粮
食换的……现在山里人的时间也金贵，他
们不愿上集镇耽误工夫，都喜欢和王修山
打交道。他价格合理，老不骗少不欺。

从一开始，王修山目光就一直在人群中
搜寻，到现在也不见要找的人出现，正要向
人们问，一位 70多岁的老太太从一小巷里
走了出来。他连忙跑过去，从包里掏出几张
零钱递了过去：“张婶，你数一数，十七块。”
这17元钱，王修山始终装在包的里层，怕和
做生意的钱混淆，当零钱找了出去。

“你给我帮忙，我还不信你？”老太太双
手抖动着接过了钱，嘴里念叨着，“王货郎
你真是个好人。”

上次来换粮油时，大家都换完了要走，
王修山见张婶手里拎了一个小布袋和丈夫
一起还立在旁边。原来老两口听说集镇药
材门市收购才下山的新鲜中药材连翘，他
们在山上摘了 2斤，上集镇卖量太少了，人
老了去一趟也不方便，搁在家里又没有人
上门收购，他们怕时间长了发霉变质，想让
修山捎到镇上卖了。当时，修山换米换面，
他俩什么也不换，所以没法儿张嘴。修山
问明了情况，给老人的连翘称了称，捎到药
材门市，8.5元一斤，2斤卖了17元……

太阳从东边山垭里露出了圆圆的笑
脸，人们吃了饭开始下地干活了，王修山拉
着换来的东西离开了山村。他上午要把换
来的物品交了，再拉一车赶上吃午饭时到
下一个村子。农家人忙，只有吃饭时才在
家，他不能误了这段黄金时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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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雅鸣

一身鲜亮的运动服，在团队伙伴簇拥下，
走在最前面的邓亚萍，矮矮的个子，走路带风，
就像一团火，不引人注目都难。

一见面，我的注意力自然地就放在了她的
那两只手上。她说话时，两只小手习惯性不停
比画着，充满力量。

正是这双小小的手，在那个属于她的时代
里，横扫千军。

30年前，我也曾像今天这样仔细观察过
这双手。那是 1991年初冬，18岁的邓亚萍首
次获得乒乓球女子单打世界冠军后，凯旋返
乡，回到郑州。那时的我，刚刚进入新华社河
南分社不过两年时间，并不分跑体育，出于对
邓亚萍由衷喜爱和敬佩，自告奋勇客串了一把
体育记者，对邓亚萍有过一次近距离采访。

难得回乡，有关方面为世界冠军安排的活
动太多了，对她的采访只能见缝插针。在一次
活动间隙，我们坐在了一起，我的目光投向那
双手时，忽然发现，她的左手比执拍的右手明
显要厚实，显得“胖”嘟嘟的。

“你的左手怎么这么胖呀？”对世界冠军的
首次采访就这样直言不讳。

她笑答：“你错了，我的手根本不是胖。你
瞧鼓起来的一块一块，都是冻疮。小时候打球
条件差，冬天训练室里像冰窟。左手不大活
动，就结满了冻疮，肿得像个小馒头似的，到现
在也恢复不过来，一到冬天就变胖了。”

那个时代，欧洲乒乓球运动正在崛起，乒
乓球界惊呼：“狼来了。”教练鼓励小亚萍要做
一名打狼的小猎手。

没有小胖手，何来好猎手？
这个细节被我写进了《邓亚萍印象》一稿，

新华社播发通稿后，媒体广泛采用。总编辑在
内部刊物上对这篇稿子进行点评时有这样一

句话：这也是独家新闻。
我兴致勃勃地向亚萍说起这个往事，见多

识广、经历无数次采访、被写过太多次的她，已
经记不得了。那只曾“胖胖”的左手也变得柔
嫩了。但再次提到的这个细节显然打动了她，
不由忆起了初学打球时的艰辛，还向她的小伙
伴们说：你们看，这就是细节的力量，一定要关
注细节。

可迅速地，她把话头就转向了这次见面要
聊的主题：以她名字命名的体育基金，和她这
些年都在不遗余力做的全民健身推广。

PPT、策划文案，熟练地拿着翻页笔，邓亚
萍说起项目，数据信手拈来，政策熟悉到文件
编号都门儿清，这让助手们丝毫不敢懈怠。

“她这么一个大牌，日常跟我们相处中，很
亲和随和。一进入工作状态，就像上战场打球
一样，更快更高更强更狠的劲就出来了。”一位
团队伙伴说。

她说过，不希望被提起时，总是那么一句：
前世界冠军。

除了手，还有眼神。跟一般人相比，她的
眼睛亮而有神。她一笑，眼睛弯弯的，就像那
句歌词：你笑起来真好看。可一旦谈起工作，
那眼神里迅速出现一股凌厉之势，应该是她多
年征战沙场留下的。“一上场，你就得从气势上
先压倒对手吧？”我问，她的回答极干脆：当然，
那是必须的。

因为眼睛好，她被国家卫健委聘请为近视
眼防护大使。“打乒乓球必须视力好，要不旋转
都看不清楚了”，亚萍说着，伴随的是一串爽朗
笑声。但转而说起眼睛，她的眼神又严肃起来：
我给你们报个数，有一份统计说，我们6岁孩子
得近视的已经达到了 13%，初中生有 71%，到
高中就接近81%了，这能不让人担忧吗？

郑州龙湖全民健身中心 2万平方米气膜
运动馆，现在已是网红打卡地。带给家乡的，

不只是现代气息的健身场馆，还有
全新的健身理念和运作模式。“我
们基金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走得很
稳，可以说是稳步前进。”亚萍说，
他们投资的一条主线，就是全民健
身。

体育+，是邓亚萍现在各种工
作中的一项主要任务。

“我们所选的项目一定都是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在蹦
床馆，她一边招呼我们坐在椅子上，
脱下鞋子再换上防滑袜，一边自己
站着就麻利地脱了运动鞋，穿上了
袜子。

跳上蹦床，她边蹦边示范：“要
这样跳：膝盖不能弯曲，腿要直。”

“总书记号召，三亿人上冰雪，
咱们河南也要作点贡献吧，你是第
一人口大省啊，冰雪运动也不能太
弱。”滑冰、花滑、冰球等等，围绕冰
上运动在内陆中原的推广普及，从

场馆到项目，她的团队马不停蹄。
“我觉得我们干的都是很有意义的事儿。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不光是经济要上
去，青少年体质也要上去。还有老龄化问题，
都要面对。这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
积极应对老龄化，针对这一老一小，我们还要
继续努力。”亚萍说。

“难吧？”“要做事，哪有不难的。就是一个
磕呗。”从自己跟自己“磕”，到现在跟各种难人
难事“磕”，这个字不正是她的写照吗？

不只是体育。
公益、投资、主持……跨界的邓亚萍一直

在忙碌。她手机上的飞行记录显示，截至目
前，仅今年疫情防控以来，她已经飞了将近 8
万公里，飞行小时数以百计。这还不包括高铁
出行。

“亚萍从小就是个要强的孩子，不到10岁
便独立生活。尽管训练馆离家不过几百米远，
她也从不擅自回家。

“父母亲身上穿的厚毛衣，是女儿抽空织
的，每次回郑州，她总是带着精心选择表达自
己心意的礼物去看望市队的教练和关心过她
的朋友。

“打球要打到高层次，做人也要做到高层
次。在她看来，做人与打球是相通的。同亚萍
谈话，你不觉得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不管怎样，我只有更多地付出，才能取得
更大的成绩。”

这些文字是《邓亚萍印象》一稿中的片段，
而今再看邓亚萍，那种内在的东西始终未变。

告别之时，邓亚萍又在启程，一种气息扑
面而来，曾经夺冠的她，如今支撑她干事创业
的仍是夺冠的精气神。

“你觉得顶尖运动员跟普通人最大的不同
是什么？”

“耐受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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