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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残奥选手实力“圈粉”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 卫 强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吴 塘
■ 蒋祖兴

观《长津湖》有感
■ 沈 佩

谱志新语谱志新语

没有双手怎么打乒乓？这个在
常人看来完全“无解”的问题，对埃
及残奥运动员易卜拉欣·哈马托来
说，答案很简单：用嘴！当我在东京
残奥会直播画面上看到哈马托打球
时，几乎目瞪口呆：他口衔球拍，使
用右脚脚趾“抓”起乒乓球，往空中
一抛，在球落下的瞬间，猛一甩头，
像一名横拍选手那样将球发向对
方。相持阶段，他又“变身”直拍选
手，扬头回球，甩头加转。虽然开局
不利，但他相当淡定，一度连追三
球，让对方球员不得不打起了十二
分精神。虽然哈马托最后失利，但
却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并在接受采
访中表示“他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据媒体介绍，哈马托幼年时在
一起事故中失去双臂，但对乒乓球
的热爱，让他通过多年的训练，掌握
了用嘴打球这一“独门绝技”。2011
年的非洲残疾人乒乓球大赛中，他
获得了男子单打亚军，今年是48岁
的他第二次参加残奥会了。

腿脚不便能进行对抗激烈的篮
球比赛吗？我知道有轮椅篮球这个
项目，但一度认为没什么看头，直到
看了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在本届残
奥会上的比赛，我才逐渐改变了自
己的看法。

轮椅篮球队员由于身体上的损
伤，基本只能依靠手臂的力量投篮，
而面对与健全人篮球赛同样高度的
篮筐，显然又增加了进球的难度。
和欧美对手相比，中国队的姑娘们
虽然在体格上并不占优，但她们不
畏强手，凭借过硬的训练水平，屡屡
出手得分。尤其在小组赛对阵荷
兰、美国这些世界强队时，即使开场
并不顺利，姑娘们也不轻言放弃，通
过沉着应变实现了“逆转”。

为了参加此次残奥会，中国女
子轮椅篮球队进行了为期278天的

封闭训练，训练期间姑娘们既要练
习轮椅操控技术，又要提升篮球技
术，每天还要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
练，姑娘们都咬牙挺过来了。比赛
中，激烈的攻守转换间，遇到对方犯
规，球员极有可能“人仰马翻”。轮
椅倒了，由于腰部以下被固定在上
面，队员整个人就会扑倒在地板上，
让人看了着实揪心。但是她们在自
己爬起或被人扶起后，又精神抖擞
地投入到比赛中。最终，球队创造
历史，获得东京残奥会的银牌。

在地面上没有了手和脚的帮助
能参加比赛，如果到了水里残奥运
动员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在残奥
会蝶泳比赛的直播画面中，可以看
到没有双臂的运动员，奋力摆动身
体，配合娴熟的腿部打水动作，整

个人像一条溯流而上的鱼一样奋力
向前，直到完赛时头部撞上池壁。
虽然他们失去了双手划水的动力，
却呈现出不亚于健全人的运动之
美。

残奥会上令人感动的场面还有
很多。躺在特制举重台上的大力士
在举起沉重杠铃前的那一声巨吼，
在助跑员引领下奋力冲向终点的视
障运动员，还有那些听着工作人员
的指引，助跑、起跳、奋力一跃的跳
远运动员……

和健全运动员一样，残障运动
员们用自己的努力诠释着“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
神。有网友在残奥会新闻报道后留
言：“残疾不是身体上的缺损，而是
对梦想的轻言放弃”，我深以为然。

国庆休假，我和儿子预先订购
了票，一起去百联东方商厦观看

《长津湖》。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
中，籍由七连指导员梅生一句朴素
的“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了，不让
下一代打仗。”年轻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战士们以青春无悔，换祖国山
河无恙的凌云壮志。看着令人心
潮澎湃，感慨万分！

影片的开始，从解放军“穿插
七连”连长武万里，乘着破旧的小
渔船，手捧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
的大哥武百里的骨灰坛子，护送大
哥的骨灰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水
乡老家，江浙地区的一片壮观的水
上渔家，探望自己白发苍苍的父母
双亲和弟弟。武千里回到自己家
的小渔船上，刚和亲人们阖家团聚
不到一个晚上，黄尘滚滚中一队骑
兵急驰而来大声喝令：“紧急情况，
武千里连长立即归队。”武连长接
令，立即动身，第一时间准时归
队。武千里的小弟弟武万里偷偷
地跟着二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
民志愿军，亲哥儿俩肩并肩一起跨
过鸭绿江共同加入抗击美帝国主
义霸权入侵朝鲜的战斗。

1950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
内百废待新，整个国家还很贫困。
为什么要打抗美援朝呢？电影中
借助广大战士们铿锵有力的口号，
清楚地说明了一切：一是国家给每
户人家都分了田地，美帝国主义坏
蛋要抢夺走，我们决不能答应。二
是为了下一代，不再打仗！就这么
朴素的愿望，加上毛主席远见卓
识、气势恢宏的话：“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捍卫国家的尊严，事
情就是这么简单。

回 到 1950 年 朝 鲜 长 津 湖 战
场。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英勇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零下四十度的
极寒条件下，发挥灵活的“穿插机
动性”一举歼灭了美军大名鼎鼎的

“北极熊团”，击毙团长麦克莱恩上
校，成建制地消灭美军一整个团。

这部影片籍由七连连长武千
里穿插七连赫赫战功，以几位战士
余从戎，梅生、雷爹、武万里，平河
……等普通战士的视角，真实地向
观众们展示了年轻的志愿军战士
们不畏强敌、英勇抗击美军的生动
的个人形象。影片中，让我印象深
刻的一幕：在异常艰难的困境下，
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们坚守长津湖
畔的小高岭阵地，“人在阵地在！”
誓与阵地共存亡的悲壮事迹。1950
年 11 月，志愿军第 20 军 58 师杨根
思带领全连战士抵达小高岭。美
军集中大量兵力，连续发动了八次
疯狂的进攻。杨根思连长带领172
团 3 连战士们以一个连的兵力，用
惊人的意志力和强悍的战斗力，连
着八次击退装备精良的美军陆战
一师的狂轰乱炸。打到最后，整个
阵地仅剩下身负重伤的杨根思连
长。他一把抱起炸药包，奋勇冲进
敌人的包围圈中，不折不扣地兑现
了革命军人对上级命令的承诺：人
在阵地在！中国军人的一诺，高于
一切！

影片的结局，美军陆战一师的
史密斯师长带领残部，仓惶溃逃水
门桥的时候，遭遇我军连续三次不
计一切代价炸桥击狙战。让这个
曾经不可一世的，号称王牌的美军
陆战一师害怕的是当他们沿着水
门桥方向逃窜的时候，看到了水门
桥对面高地上有一队志愿军战士，
在零下四十度的极端严寒下，所有
的人保持一级战斗姿势，全部都冻
成了冰雕。我英勇的志愿军战士
们大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地
震撼了美军。史密斯师长带头脱
下帽子，向冰雕连战士们肃敬地举
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志愿军铁血战士们浩然的
英灵，青山可见，壮志常存！

吴塘村，因境内有历史古河道
吴塘而得名。吴塘地处今吴塘村中
部，南北穿村而过，在吴塘港与西河
交叉之处，建有两桥，呈“八”字形，
称“八字桥”，故吴塘村又名八字桥
头。小时候我常听上辈老人讲，吴
塘村地处“白沙庙脚，余字圩地，三
十一图”。当时我并不懂其意思，长
大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参加
修志时，查阅到乾隆《奉贤县志》，才
知道这个地名的来历。奉贤建县时
清朝廷执行保图行政区划制度，今
吴塘村一带为奉贤县白沙乡十三保
三十一图，这与上一辈人的口传基
本一致。

吴塘村历史上由 10 余个大姓
住宅组成，且大多形成于明清时
期。蒋家堂，明代时从闵行东北樱
桃河迁入，迁入时为蒋姓兄弟两人，
各住竹港河东河西，经过明清至民
国，再到解放初有蒋姓人家 40 多
户。胡匠桥头，由胡姓、卫姓居住，
其中胡姓是一胡姓石匠在此建桥后
定居，故桥名谓之胡匠桥。卫姓从
萧塘迁入，与萧塘望族卫氏同脉。
至解放初，胡匠桥胡、卫两姓人家有
40 多户。尚有王家堂、南王家、张

家里、金家里、陈家里、宋家里、闻家
堂等，至解放初均有20～30户不等
的大姓人家。

在历史长河中，吴塘形成了丰
富的地域文化、农耕文化、物产文
化、饮食文化，当然也有古迹遗产，
但不少已无从考证，而明代古牡丹、
凤阳禅院、蒋家宗祠、与善堂等仍留
在人们的记忆和方志的记载中。明
代古牡丹栽于金家，是书法家董其
昌所赠，金家世祖金学文与董其昌
为同窗学友。明万历年间，金家兴
土木建宅第，董其昌将两株牡丹赠
送金家，并亲书“瑞旭堂”匾一并送
之。经时间推算和园林专家鉴定，
至今，此牡丹种植已450年左右，是
上海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牡丹，被誉
为“江南第一牡丹”。

凤阳禅院在竹港旁，庙前有路，
过竹港桥可直抵萧塘。说起凤阳
庙，还有一个美丽的民间故事。传
说古时这一带涝灾不断，又没有通
往外面的道路，故灾害一来，淹没村
庄，一片泽国，老百姓无路可退，每
年都有不少人死于水灾，百姓怨声
载道。天上玉皇大帝派凤凰仙子下
凡察看灾情，凤凰仙子驾凤凰下凡，

看到一片泽国，凤凰一只脚五爪落
地，顿时形成东南、西南、西北、东北
和正北方向的 5 条道路，灾民纷纷
从路上向四面八方撤离灾区。后来
就有了五爪路的称谓，解放初设五
爪村。人们为了纪念凤凰仙子的恩
德，在五爪路北2里许，建造了一座
庙宇，取丹凤朝阳之意，将庙定名为
凤阳庙。“文化大革命”初，顾姓尼姑
宗道还俗，庙房全部拆除，五爪路也
早在1958年修筑灌溉渠道时拆废。

蒋家祠堂傍竹港。清初由蒋氏
族人蒋钺建，为蒋氏宗祠和蒋氏供
奉已故族人牌位之地。蒋家祠堂二
进五开间，清末时由族人蒋志书重
修，并增建两边厢房各 3 间。祠堂
门前栽有两株银杏树，据园林专家
鉴定，树龄400多年，这与祠堂建造
的时间基本吻合，也符合古代在庙
宇祠堂建造的同时，栽种银杏树等
标志植物的做法，可惜的是其中一
株雌性银杏树于 1974 年遭雷击而
毁。土改时，东面两厢分给农民居
住，其余房屋成为生产队仓库。后
为村办企业用房，2020年大叶公路
拓宽时全部拆除。

浦南与善堂在原竹港与萧塘港

出口之地。1924年创办，创建人蒋
志书（字修礼），他感到附近之乡民
老弱无恃、贫困无依，应速谋救济，
乃创与善堂，取“与人为善”之意为
堂名。建堂后于农历每月十五日为
贫困乡民发放口粮，于年底施送棉
衣，每年三月十五为齐堂之日，各地
有来宾至此观礼。堂产由蒋志书捐
田30亩作为堂之基金，并筹垫2000
银圆为堂之经费。与善堂前后两
进，前进五间，后进旁东三间，东有
两进连廊。前进中厅有民国奉贤县
长仲颐所题的“与善人同”的匾额。
外有阳台，上镌刻民国奉贤县长杨
蓼功所题的“浦南与善堂”匾额。与
善堂除救济贫困之外，另一个功能
是教育。堂成后，以东厢为办公室，
余屋创设学校，校名“牗民小学”，将
振兴蒋氏教育作为该堂事业之一。
学校招收百姓子女入学，不收学费，
全年经费统由该堂筹垫。在儿童求
学学费高昂之时，实为教育之异
形。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收为国有，
为蒋家祠小学，至20世纪70年代因
学校设点布局调整而撤销。

岁月悠悠，吴塘的历史为我们
留下了浓浓的乡愁，值得永远记忆。

桥（水彩画）

■ 蒋锡贤

诗以言志诗以言志

江山多娇
（诗二首）

■ 赖黎明

七绝·桂林山水
碧水异山天下奇，
晨昏晴雨俱相宜。
今来难却心头愿，
百赏千游悔梦迟。

七律·崇明
飞车踏浪至瀛洲①，
水碧天蓝景致优。
岛屿葱茏舒肺腑，
江海潮汛豁胸眸。
鸥飞鹭舞悠旷野，
林绿花红绣小楼②。
远避尘嚣消杂念，
无边诗趣眼中留。
①瀛洲，崇明古称瀛

洲。
②绣小楼，大多数民居

掩映在绿树繁花之中，远远
望去，犹如刺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