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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我又一次想起恩师。
授业恩师杨其生老先生于今年 3

月 10日辞世，享年 92岁。 恩师虽逝，
但他的谆谆教诲仍萦回耳边， 他清澈
的眼睛仍关注着我们， 他闪展腾挪的
拳姿仍不时浮现……

恩师是回族人， 出生于山东冠县
武术世家， 是查拳大师杨洪修先生之
孙。恩师自幼酷爱习武，先后随多位查
拳明师学拳， 虽家境贫寒， 但学武如
痴，深得老师赞赏。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恩师义无
返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回民游
击队，投入到保家卫国、抗击日本侵略
者的战斗中。新中国成立后复员返乡，
后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从事畜牧业。

新中国成立后， 恩师多次代表宁
夏武术队参加全国武术运动会比赛，
并获得一等奖。

上世纪六十年代恩师落户邢台。
恩师一生酷爱武术，勤练不辍，抓

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习武。 他家离
县城一里地， 这一里地的路程他总以
查拳“行步穿掌”一路穿行过去。 落户
邢台后，每天赶毛驴车为生产队拉粪。
他让同伴坐车，自己则跟在车后，一路
穿掌练到市区。

恩师的查拳风格舒展大方， 快速
多变，刚柔相济。他不但熟练掌握查拳
真谛，还擅长长器械，尤精于枪法，能
将查拳穿掌和枪法融合贯通， 使臂如
枪。 因功夫深厚， 他被老拳师们称为
“功夫家”。

恩师武德高尚，授拳多年，弟子如
云。 他收徒严格，品德低下者不收。 他
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 为让弟子把招
式真正掌握、运用自如，恩师一遍遍示
范讲解， 有时甚至教上千遍， 直到满
意。 八十年代后期，我正学四路弹腿，
当时恩师已年近七旬， 让我在他身上
反复试练，使我非常感动。

恩师收入微薄，生活清苦，但爱徒
如子，弟子们练完拳常蹭师父的饭吃。
谁家有困难，恩师都援手。 1995 年我
下了岗，为生计想买辆出租车，恩师知
道后主动支援我 3000元，那可是恩师
省吃俭用攒下的。

恩师虽逝，但他把武德留给了我，
把武术精神留给了我。 在深深怀念恩
师的同时，我决心继承师父查拳武技，
弘扬师父武术精神，将查拳传于后人，
以慰师恩。

（整理 范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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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初春， 枝头嫩绿
的新芽，让人心生喜意。可
奶奶，却再也看不到了。

今年 33岁的我，随着
年岁的增长， 疼我爱我的
奶奶在记忆中越走越远，
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对
于“亲情”两字有了更深理
解。

记得儿时， 到了清明
那天， 我总盼望能和家人
一起外出走走， 那时的我
从未想过， 若干年后奶奶
会离去。小时候，父母上班
都很忙， 我和弟弟仅差
一岁， 父母照顾吃力，我
便跟着奶奶在老家生活。
记忆中， 奶奶总是将好
吃的、 好玩的都留给我；
奶奶还常常抱着我， 坐在
家门口的槐树下，唱歌谣、
讲故事……

奶奶身上浓缩了传统
女性的所有韧性。 爷爷早
年过世，奶奶 30岁时便独
自把 4个孩子拉扯大。

奶奶善良， 勤劳，朴
实，待人亲和、人人赞夸；
奶奶所做的一切都以孩子
为中心，遇到难事或委屈，
只藏在自己心底。

奶奶过世时， 我还在
学校上学。我永远忘不了，
两个多月里靠流食维持生
命的奶奶， 用尽全力拿起
我递的蛋糕， 仍勉强吃了
一口。 大部分时间都处于
迷糊的奶奶， 仍一眼认出
了我，当时便笑了。

奶奶坚强了一辈子，
直到被病痛折磨到最后一
刻，也没喊过一句疼，没抱
怨过一次命运的不公。 如
今， 奶奶过世已 22 年，我
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
后， 才明白老人的处世态
度和人生智慧。

我今天就是想告诉奶
奶，我想您！您在天堂还好
吗？ 最近，我总是梦到您！
奶奶，我想告诉您，小时候
您教会我很多做人的道
理，我一直都记在心里，我
会像您一样坚强， 我会好
好生活，您放心吧！

（整理 孙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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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清明，清明又至。 每逢这时，我会
不由自主地想起远在天堂的父亲。

在家里，我最小。对我，父亲格外疼爱。
小时候，每每父亲下班后，我像小鸟儿

一般扑棱着朝父亲飞去。 父亲用宽大的手
掌将我抱起，向空中抛几抛。

在物质贫乏的上世纪 70年代，父亲出
差回来， 总会变戏法地从黑色提包里拿出
几块糖抑或一件粉色的小裙子。 看着我兴
高采烈地向众人炫耀，父亲满脸笑容。

六岁时的一天夜晚，我感冒发烧。父亲
背着我上医院，俯在父亲宽阔的背上，我听
到了他急切的脚步声。

上初中后， 我用稚嫩的手写下一篇篇
青涩文字。 为鼓励我，冒着酷暑，父亲一趟
趟地跑报社， 湿漉漉的背心紧贴着他胖胖
的身躯。

长大后，我真成了报社的一名记者。
第一天上班的早上， 父亲递过来一支

新钢笔再三叮咛：“做好记者，写好文章！ ”
眼看到了谈婚论嫁时， 我意中的他第

一次登门。父亲虽盛情招待，但从父亲的眼
神，我读懂了父爱的落寞。

出嫁那天，在众人簇拥下，父亲远远看
着自己的小棉袄牵住了那个高大帅气男子
的手，喜悦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淌。

傍晚时分， 父亲总爱提着菜篮到市场
买一些便宜菜。但只要我回家吃饭，餐桌上
总少不了我爱吃的糖醋鱼。

“工作忙不说，还得带孩子，多吃点。 ”
每次通电话，父亲总不忘叮嘱。

而我也曾天真地以为， 父亲爱的唠叨
会一直陪伴我。

2008 年 5 月 20 日， 是一个灰色的日
子， 原本身体就不好的父亲被查出患了癌
症。

我寸步不离地伺候在父亲的床前，楼
上楼下推着他输液、化疗，企图用孝心挽回
父亲的生命。

5个月后，父亲终究还是去了。
几天前，上班路上，我看到一位老人骑

一辆小三轮车在前边走，特像父亲的身影。
明知道不是，我却忍不住追上去。

“慎终追远，也许唯有继续用青春和热
血干好工作，您才能安心。”电脑前，强忍着
泪水，我敲下了对父亲的思念。

（整理 尹彩红）

杨永丽在给天堂里的父亲写信

●追思人：
张军

●追思人：
杨永丽

声明
王金雷、霍小培夫妇

不慎将儿子王世博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 证号：
N130451773，声明作废。

声明
王海丽不慎将永康

境界 4 号楼 1 单元 2002
室房款收据两份丢失，分
别为： 收据号：0014520，
金额 1000 元； 收据号
0014541，金额 9000元，声
明作废。

声明
郑志彬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210020110001284， 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