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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情怀

人生百味

中国足球也曾辉煌

留得荷花十里香

——记我的外公“左铁脚”
丁人蘷
■ 顾伶俐

香，
让人心旷神怡，
让人勾连起
许多美好的回忆和想象。荷花的
香，
或许是清新淡雅，
或许还带有一
丝丝的甜味吧。我不曾凑近过荷
花，但我却始终认为满身的荷花都
是香香的。
你看那碧绿的荷叶，
连成一片，
就像给湖面铺了一层地毯，
绿绿的、
滑滑的，不知道躺在上面是种什么
感觉。如果跳几下，会不会噗通一
声弹起来，再噗通一声深深地陷下
去，
惊起一池熟睡的青蛙。笑声、水
声、蛙声交织在一起，
煞是热闹。荷
叶与荷叶连着之处，往往是镶嵌着
一两朵荷花。有白色的，
有粉色的，
也有桃红的，
一个个安静地伫立着，
不争艳不骄宠。若你再多看她们几
眼，有低着头的，有翘首着的，甚至
还有互望着，
一个个似语非语，
羞答
答的样子，真叫人满心疼爱。到了
早晨和夜晚那会，整个叶和花都会
被薄雾笼罩着，轻轻蔓蔓，弯弯曲
曲，
又增添了多少柔情。这个时候，
远处飘来一阵风，叶和花像惊到一

样，
微微颤动起来，
我的整个思绪也
随着颤动起来。
就在一簇簇荷花的不远处，有
一个身影渐渐地清晰起来，
是奶奶，
对，
是奶奶，
我兴奋地呼唤起来。每
年的夏天，奶奶说，小不点，想吃菱
角吗？我当然是年年不变地答到，
我要吃奶奶给我采的菱角。其实，
每次就算奶奶不问上这一句，我都
会拉着奶奶的衣角，然后百般的讨
好，我最爱奶奶了，奶奶也最爱我
了。这个时候，奶奶笑的就像盛开
的荷花一样，那么喜悦。接着就是
年年不变的那句话，奶奶耳朵要听
诗了，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
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
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奶奶
说，
她百听不厌。
那会儿，
奶奶不是坐着小船，
瘦
瘦小小的奶奶是坐在一个长长方方
的澡盆里，腰上扎着一个围裙，再
把围裙两角系在腰间，这样就在肚
前形成一个兜兜。奶奶的手在澡盆
两旁划着，一边缓行、一边在荷叶

■ 陆弘春

间摸索。我在岸上看着奶奶，我记
得原先的我是雀跃着，奔跑着；往
后是不停地叮咛，奶奶慢点；再往
后我是阻止居多。一年又一年，不
变的是奶奶。奶奶说，她也喜欢这
一池的荷。根浸在水里，悄无声
息，到了一定时候，给炎炎烈日带
来诸多清凉，不张扬也不喧哗，做
人也要这样。当这些记忆慢慢在我
眼前再现时，眼泪不自觉地就下来
了。我想念奶奶对我的疼爱，我想
念奶奶对荷的喜爱，我想念奶奶年
复一年的坚持。
于是，
每年的夏天，
我都爱看荷
花，不仅仅是奶奶采过的那一片荷
花。荷花有盛开的时候，也就有香
销玉殒的那刻，但我现在不会因此
而感伤，我懂得了荷花在她的季节
里已经尽情地为我们带来了馨香，
带来了她的风景。即使她不能时时
刻刻在我眼前，可是她满身的香已
住进我的心里，
留得荷花十里香，
当
我微笑地擦干眼泪时，她似乎也露
出了笑容……

本届俄罗斯世界杯正进入决赛
的倒计时，看着绿荫场上奋力拼搏
的足球健儿，不禁使我想起了外公
——90 多 年 前 的 足 坛 名 将 丁 人
虁。这位在 1936 年全国体育、新闻
界的联合评选中，与球王李惠堂等
被评为全国足球名将，
虽然去世时，
我还没有出生，但我常常以作为他
的后代而骄傲，尤其在人们谈到足
球时。
我 的 外 公 丁 人 蘷（1902、7—
1953、6）生 于 昆 山 锦 溪 ，身 高 1.82
米。1914 年（民国三年）,外公 12 岁
便跟随哥哥丁人鲲一起离开家乡,
同赴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求学，并于
1924 年交通部南洋大学（交通大学
前身）铁道管理系毕业。在校学习
期间学业优秀，担任学校年级体育
部部长和校足球队队员。酷爱体
育，擅长足球、网球、蓝球、标枪，还
喜欢摄影，
小提琴、吉他等音乐。外
公是南洋足球队队员,同时又是国
家中华足球队队员，在队里是有名
的主力左前锋,人称“左铁脚”
,速度
快,射门刚劲。据说一次在国外比
赛时，
曾用左脚把球门架踢断。
外公和胞兄丁人鲲及李惠堂等
所在的中华足球队，曾数十次代表
中国队赴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南
洋群岛等国参加足球、网球比赛。
外公曾作为交通大学大学生足球队
队员,参加了 1924 年 5 月在武昌举
行的全国第三届体育运动会,并以

诗以言志

黄 霉
■ 叶兴华

夏以炽热之手
刚与春握别
六月的阳刚
才接触到江南柔情
太阳
被云团劫持

珠落荷盘

望海阁闲

话

给准大一新生留言
■ 罗家俊
越过山高路远，在尚未流火
的七月，一八届奉贤高考生迎来
一个漫长的假期。拼搏过后，一切
归于平静，方圆也早已在胸中自
成。
我进大学那会儿刚巧是四年
前。高考结束后，和你们现在一
样，我沉浸在世界杯的盛宴中。如
今，当年叱咤赛场的球员们也摆
脱不了时间这一“后卫”的追赶，
这是一个鲜活的对四年时光的丈
量。
因此，你们的青春，行至另一
重要路口。我知道，你们曾在挑灯
之夜将自由的图景赋予大学，并
视其为课业解放。这么想没错，但
对“自由”，我们应有自己的判断。

黑格尔有言，自由是独立自主，亦
即“自己成为自己的决定者”。人
越能支配自己的意志，
就越自由。
具言之，大学给予了冲破应
试教育的契机，但新生们要养成
研究学习的习惯，培养自己批判
性思维的能力。我的导师就经常
提醒我，要培养“症候阅读”的能
力，
看到知识中的问题与短缺。
自由同时意味着为人生负
责，所以，当你发现同学上课低头
摆弄手机的时候，必须懂得约束
自己的行为；当你意图逃避高等
数学的繁琐时，要拿出更为勤恳
的态度。你会遭遇比原先更多的
困境与现实，最重要的是，你仍需
拿出一种“英雄主义”。

■ 钱洪庭

老天严重失控
心生悲戚
哭一阵 停一会

娴熟精湛的运球技巧和妙射绝技帮
助球队夺得了金牌。还获得了交通
大学首届运动会网球亚军等。1925
年作为中国大学生足球队主力队
员，赴新西兰参加远东国际运动会
足 球 赛 ，夺 取 冠 军 赢 得 了 荣 誉 。
1926 年在上海举办的万国足球锦
标赛上，外公代表中华足球队参赛,
战胜了葡萄牙、苏格兰两个强队，
创
造了华人足球连续击败外国足球队
的纪录。
外公还想实业救国。抗战前，
在上海投资开办灯泡厂、肥皂厂、制
药厂、汽车修理厂等，
但由于自己忙
于比赛,用人不淑，加上日本人侵
略，后来都破产了。外公还曾应聘
苏州东吴大学任体育教师。
如 今 在 锦 溪 镇 上 外 公 的“ 丁
宅”，现为“昆山市统一战线教育实
践基地”
,自今年元旦起对外开放。
据“丁宅”工作人员统计,参观人数
己达 1.5 万人次。在“丁宅”，陈列着
当年外公比赛穿的足球鞋和出国时
的旅行箱。
回顾外公的足球生涯,从中可
以看到自 1913 年至 1934 年,中国足
球曾所向披靡。在远东国际运动会
中，
国足除了第一届屈居亚军外，
接
下来的 21 年间，中国队连续 9 届获
得冠军。历史上中国足球也曾辉煌
过。外公离开我们已有半个多世纪
了，
踢球为国争光，
以实际行动摘掉
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帽子，为灾难
深重的中国人争了气！

草木溅泪
梅子黄了
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霉味
旖旎的江南 别有一番
愁容楚楚的妩媚
一条小巷的古老悠长
一座城市的新潮繁华
隔一段小桥流水的写意
各有各的韵致
此时生发的情景
一样伞花盛开 只是
少了一点香味
多了几句怨言
一只纸船 从空濛中漂来
渡我返回童年 只说童言

让生命在热血中绵延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
2011 年，
中国无偿献血人数仅占总人
口数的 0.9%，
而当这个数值达到 1%3%才能满足该国基本的供血需求。
2017 年，
这一数值首次突破 1%，
达到
1.05%，终于及格。和汇集团党支部
书记、副总裁倪鸣正是这群 1.05%来
自各行各业的善良的陌生人中的一
员，作为一名成功的女企业家，捐资
兴建希望小学、向地震灾区、红十字
会捐款捐物、
结对助学等善行不胜枚
举，但无偿献血以一种独特的方式
令她感到别样的温暖和幸福。
她说：
“人这一辈子有很多机会
可以去帮助别人，但无偿献血是那
么独特，当我想到某一天，某一个生
命，会因为我的血液而得以延续！
有一天，当我与某人擦肩而过，也

许，在他的身上，就有我的血液在流
淌，这种感觉是多么温暖，它使我如
此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幸福！”
倪鸣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开始
参加义务献血的，那时还在老家温
州，
第一次参加单位组织的义务献血
活动，
那种又期待又有些紧张的忐忑
至今记忆犹新。坐在采血车上，
看着
自己的鲜血流淌进血袋，
心情慢慢平
静，随后又有一些激动：这是生命在
流淌，它可以为患者点燃生命之火。
此后，只要身体允许，每年的义务献
血倪鸣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手中的
《献血证》积累了一本又一本。
2002 年，倪鸣随和汇集团来到
奉贤，尽管工作更加繁忙，她还是再
三嘱咐工作人员，园区每年组织的
义务献血活动一定要记得给她报

名。即使工作再忙，她也会在献血
当天安排工作人员先行替她排队等
候，再赶过去参加献血。很多次，工
作人员心疼地劝她：
“ 您工作这么
忙，这次就别参加了。”她总是说：
“我要参加，能参加献血说明我身体
健康，又能帮助别人，何乐而不为。
救死扶伤、乐于助人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通过献血，可以让生
命在热血中绵延。”在她的带领和感
召下，公司员工也争相报名参加无
偿献血，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奉
献精神在和汇蔚然成风。（倪建强）

捐献热血
分享生命
奉贤献血故事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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