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一冤
四十年前袁长江口畔曰
桩机轰鸣袁红旗招展遥
宝钢开工建设了袁
举国上下喜讯传遥
十一届三中全会袁
改革开放成起点遥
历经浩劫志气増袁
野四化冶建设勇争先遥

渊二冤
四十年间袁宝钢巨变曰
争创一流袁不断向前遥
条条产线都顺行袁
精品钢材多贡献遥
做强做优再做大袁
学习创新永登攀遥
连年进入五百强袁
企业一步一重天遥

渊三冤
四十年后袁时代变迁曰
宝武重组袁彰显风范遥
深化改革闯新路袁
驱动转型谋发展遥
合作共赢走出去袁
绿色经营前程远遥
同心实现中国梦袁
携手高歌谱新篇遥

宝钢四十年
渊歌词冤
姻梁 廷

剪 纸 潘慧英

桑榆晚景

诗词咏怀

银发明星

在武钢袁有一支小有名气的老年门
球队要要要初轧厂门球队遥 20多年来袁它
在全国和省尧市级老年门球赛事中获得
4枚金牌袁并多次获得奖杯和锦旗遥 该
队还在武钢举办的野幸福杯冶门球甲级
联赛和野三八杯冶门球大赛中袁多次蝉联
夺冠遥该队有 6名队员获得省级门球一
级裁判资格证遥 门球队队长兼教练是
现年 64岁的周多云遥

再次“入门”不下岗

1997年袁 武钢初轧厂职工周多云
退休了遥 一次在公园散步时袁她看到有
10多位老年人在打门球袁 她也学起了
打门球袁1998 年袁门球队换届袁大家一
致选她当队长袁 没想到这一当就是 20
多年袁球队的队员因年老打不动的越来
越多袁她这个队长却多次连任遥

十年前袁更多的退休职工加入到门
球队中袁队员人数最多时有 20余人袁分
三个队遥 随着队伍的壮大袁周多云既当
队长又当教练袁 这可是一项苦差事袁由
于社区门球场地遇雨湿滑袁她总是早早
出门到门球场与队友们一起平整场地袁
用打铁辊反复碾压遥 每次赛后袁她要及
时总结得失遥 年初制定计划袁年终写好
总结袁满满的一叠纸倾注了她大量的心

血与艰辛遥平时为参加比赛尧招募队员尧
联系场地等各项事务袁电话费尧交通费
等等她都自掏腰包袁但她从不计较遥 用
她的话说袁野为大家服务袁开心就行冶遥

周多云深知袁一个门球队袁要想取
得胜利袁 除了缜密的战略战术以外袁最
重要的就是团队心齐遥每逢遇到队员生
病住院袁李红杰尧周多云都会带队前往
看望袁送去集体的关怀和祝福遥

正因为队长带头吃苦受累尧 威望
高袁队员们也个个是好样的袁能打硬仗遥
2017年 4月的一场关键比赛中袁 队员
们克服困难参加比赛袁 大家互相关心尧
互相帮助袁坚持打完全场袁取得了第二
名的好成绩遥

切磋球艺其乐无穷

门球技巧博大精深袁 战术的变化尧
攻防策略以及应变能力很重要袁必须随
着竞技场上瞬息多变的情势发挥击球

水准袁这就需要队员具有良好的心理素
质和团队意识袁有时击打一个球袁打正尧
打偏尧打重或是打轻了都不行遥 特别是
射门技巧袁如果击球把握不好袁失之毫
厘袁就会前功尽弃遥 队员要苦练击球功
底袁加强心理素质训练袁把握好击球技
艺遥

队员都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遥凡是
难打的球他们都要反复数次习练击打袁
并且相互交流切磋遥 队员朱汉斌尧程季
和两位老同志刚入门时的击球技艺并

不出众袁但他们就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
韧劲袁 把练习击球技术当作一种乐趣遥
不管是酷热难耐的天气袁 还是数九寒
冬袁他们刻苦练习自己的野短板球冶袁主
动找球艺精湛的老队员请教遥功夫不负
有心人袁日积月累的击球技艺使他们成
为了门球队的主力队员袁每逢重要赛事
他们都能不负众望袁高水平地发挥自己
的击球技艺袁 并屡次为球队取得好成
绩遥

周多云每天都会在安排好家务以

后袁练球至少 3小时遥 俗话说袁拳不离
手尧曲不离口袁打门球与打棒球尧台球尧
乒乓球一个道理袁不苦练袁哪会有手感钥
哪会有精准的一击呢钥

周多云说袁门球这项运动可以说是
集娱乐性尧竞争性于一体的袁不仅对我
们老年人的身体很有帮助袁同时可以锻
炼大脑袁增强和保持脑细胞的活力遥

队长必须有“三心”

周多云如是说袁我的体会是门球队
长不好干袁干好必须有野三心冶遥 首先要

得事事处处操心遥一个门球队虽然只有
十来个人甚至七八个人袁可都是退休老
同志袁每人的性格睥气不一样袁平时练
球人员参差不齐遥 队长必须天天带头袁
早去才不能耽误大家袁每逢比赛得一遍
遍下发通知袁比赛服装要一趟趟找部门
领导落实袁要经常提醒年老体弱者注意
安全遥 门球队长是个操心的活袁好汉子
不愿干袁赖汉子干不了袁女人当队长更
难遥 周多云的体会是一定要大度和气袁
与人为善袁团结大多数遥日久见人心袁时
间长了袁威望也就树起来了遥

其次工作要有耐心遥平时练球没有
裁判员袁双方有时因压线不压线尧击球
没击球尧进门没进门产生矛盾遥 周多云
认为袁争执是正常现象袁要耐心做工作曰
甚至忍气吞声袁去化解矛盾袁搞好团结袁
增进互信遥 作为队长袁最需要的就是组
织能力和实践经验袁比如说球场上遇到
判分有歧义的袁需要第一时间与裁判员
进行有效沟通袁不急不躁遥

当门球队长也很开心遥每当门球比
赛取得好成绩袁 周多云别提多开心了遥
队员们高兴袁队长更开心袁大家成就感
满满的袁个个喜笑颜开遥 平时打一棒好
球尧远距离击中球尧远距离闪带球尧进门
打了双杆球袁都会开心得不得了遥

资深门球队长
姻吴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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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乐

日前袁 被邀去成都参加老朋友儿子
的婚礼遥朋友退休前是川剧演员袁因我从
未看过川剧袁他提议陪我去看一场川剧遥
他问我院野你看过川剧的变脸吗钥 冶我说院
野在春晚中见过袁太神奇了袁一转脸袁脸上
颜色就变了遥冶他说陪我看川剧叶白蛇传曳
中野金山寺冶一场袁演员变脸表演袁最经
典尧最好看遥 被他这么一说袁我说院野一定
要饱饱眼福遥 冶

散场后袁 在回家的路上袁 我问他院
野这么神奇的变脸袁究竟怎么变的钥 奥妙
在哪里钥 冶他说院野有一部电影叶变脸曳袁你
看过吗钥 冶我说院野没有遥 冶于是袁他根据自
己以往表演的经历袁 结合电影中的表
演袁滔滔不绝袁饶有兴趣地讲着野变脸冶
的奥秘遥

川剧表演艺术中袁 有许多独特的表
演技艺袁变脸是其特技之一遥根据剧情发
展尧人物的情绪和心理变化的需要袁运用
这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袁 去提升艺
术表现能力袁揭示人物内心世界遥在人物
思想感情最强烈之时袁 在剧情发展突变
之际袁通过绝技绝活袁充分展示川剧艺术
的独特风韵袁 达到完美艺术境界袁 给观
众尧最美视觉享受遥

变脸手法大致分为三种院抹脸尧吹脸
和扯脸袁在叶白蛇传窑金山寺曳一场中袁上
述三种变脸都用上了遥 据中紫金铙拟人
化为钵童袁先后三次出场袁第一次以绿蓝
相间的脸谱亮相袁在与白蛇搏斗中袁依次
变为红脸绿眉尧蓝脸金眉尧白脸黑眼袁最
后以白脸尧笑眼尧红颊的本脸袁追杀白蛇
下场曰第二次出场是追杀白蛇的过场戏袁
以白色本脸亮相袁发现白蛇已逃袁突然袁

变为黑脸白眼曰第三次以白色本脸出场袁
与白蛇相遇的一刹那袁变为金脸浓眉遥这
些变脸袁精彩尧生动尧神秘袁展现寻找尧发
现白蛇时的张狂和激动袁 具有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遥

在抹脸尧 吹脸尧 扯脸三种变脸表演
中袁运用了三种变脸绝技绝活遥 抹脸袁就
是将化妆油彩涂于脸上特定部位袁 根据
剧情需要袁到时用手一抹袁便可变成另一
种颜色遥如果要全部变色袁即将油彩涂于
额上或眉毛上袁如果只变下半部脸袁即将
油彩涂于脸上或鼻子上遥

吹脸袁只适合于粉末状的化妆品袁如
金粉尧银粉等袁有的是在舞台的地面上袁
放一个很小的袁不被发觉的小盒子袁内装
粉末遥 演员做一个伏地舞蹈假动作作掩
饰袁趁机将脸贴近盒子一吹袁粉末扑在脸
上袁立即变成了另一种颜色的脸遥

扯脸袁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变脸方法遥
事先将脸谱画在一张张绸子上袁 剪成脸
形袁每张脸谱都系上一根细细的丝线袁再
一张一张贴在脸上遥 丝线则系在演员穿
的披风的某一顺手而又不引人注目的地

方袁随着表演需要袁在一个转身舞蹈动作
掩饰下袁 按剧情顺序袁 一张一张地扯下
来袁变成一次又一次不同的脸谱遥扯下的
脸谱袁迅速藏于披风内遥 表演时袁要求动
作娴熟尧快速尧干净尧隐蔽遥 演员穿的披
风袁实际上是个道具遥

变脸好比魔术袁又胜于魔术遥因为它
不仅用脸谱尧粉末尧披风等道具袁以及舞
蹈动作以掩护袁还要配合剧情发展尧人物
心理变化进行表演袁所以袁它给予观众更
丰富的享受遥

神奇的川剧变脸
姻黄发明

当朋友提起古遗址庞贝的时候袁我
的内心产生了不小的冲动袁我多么想知
道拥有近两千年历史的它是怎样的情

景遥 当我真正的来到它面前时袁眼前的
一切让我感到十分的震撼遥 我仿佛听到
了它的呼吸尧感到它的温度袁仿佛穿越
了时空噎噎我紧紧跟着导游吉姆的脚
步袁慢慢地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遥

旅途中袁吉姆热情地讲述了这里发
生的一切遥 庞贝靠近那不勒斯湾袁它不
仅依山傍水尧风景秀美袁它的建筑以及
生活方式尧 艺术形态成为融合希腊尧罗
马和意大利文化的繁华城市遥 很久以
前袁这里有商业街尧露天剧场和竞技场
公共浴池等袁公共设施尧娱乐场所都齐
备袁这一切让我产生了无尽的遐想遥 我
想袁当年这里的人们一定过着悠闲自在
的生活袁 这里也一定是度假的好地方遥
然而危险的邻居维苏威火山正在蠢蠢

欲动袁其变化人们并未知晓遥 终于有一
天袁火山爆发了袁高耸入云的喷雾柱将
人们陷入一场噩梦遥 惊恐万状的人们四
处奔逃袁城里的数千居民袁顷刻之间就
被滚烫的浮石和厚重的火山灰埋葬了

噎噎此时我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袁既感
到惋惜又感到庆幸袁惋惜的是往日不能
重现袁庆幸的是通过人们的努力袁将沉
睡了近两千多年的繁华古城又挖掘了

出来袁让我们又看到了它的芳容遥
今天袁当我贴近它的时候袁呈现在

眼前只是一片片残缺的建筑和古城墙袁
我多么想知道它们的故事遥 我很快跟着
吉姆来到了一条石路大街袁这条街看上
去又宽又长袁 街的两旁是砖垛和铁栅
栏袁我想这是不是一条商业街呢钥 是的袁
这的确是一条商业街浴 在这里不仅能买
到生活必需品而且也能一饱口福遥 吉姆
指着屋内的那个石磨台说袁这是一家面
包房袁左面还有一家知名的玛格丽特披
萨店袁并讲述了它的来历袁由于它们的
存在袁使这里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更加
随意了遥

这里的气候让我捉摸不定袁 早上
还穿着厚厚的绒衣袁 中午已经是骄阳
似火遥 刺眼的光芒让我眯起眼睛袁队友
们有的戴着墨镜袁有的撑着阳伞袁而对
于没有准备的我只好把外衣脱下来蒙

在头上遥 继续往前袁大家认真地听着遥
忽然袁我发现老伴儿不见了袁他去了哪
儿钥 我很着急袁不停地寻找袁终于发现
他在队伍的最前面手举相机正在录像

呢浴 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袁旅游是他拍
照的好机会袁 因此他把所有的设备都
带上了院 有单翻长焦尧 有莱卡还有手
机袁看得出他很高兴袁跑前跑后的真像
个孩子遥

吉姆不停地晃动着手中的小旗袁边
走边介绍遥 我们紧随其后袁转身走进了
一个小巷袁看到了一个空旷的院落遥 院
子中间有一个大大的池子袁吉姆风趣地
问道袁你们猜猜看这是干什么用的钥 我
们仔细端详着袁摇摇头遥 吉姆说袁猜到了
吗钥这可是一个公共浴室浴你们看袁这里
有冷水管有热水管袁 还有取暖的火墙袁
这是一整套的供暖系统遥 这让我联想起
我们东北地区也用这种方法取暖袁古人
的聪明智慧让我们感叹不已遥 离开这里
后袁 大家急匆匆地向露天剧场走去袁可
是我却走得越来越慢袁很快他们已消失
在我的视野中了遥 出国旅行时落单是一
件可怕的事情袁 想到这里我心急如焚袁
不顾一切地喊了起来院野喂袁等等我等等
我浴 冶没有回应浴我六神无主袁不知所措遥
就在这时袁一个温柔的声音在我耳边响
起院野阿姨别急浴 冶她边说边搀扶着我继
续往前走袁 忐忑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袁
我回头望了望院哎呀浴 只剩下我尧小姑娘
和导游啦浴 至今想起这件事我仍感到心
有余悸遥

此时听到露天剧场传来阵阵的喊

声袁当我看到游客以各种方式发出声音
的时候袁很纳闷院他们在干什么呢钥 我真
的猜不出来袁我环视四周看着这个规模
巨大的露天剧场袁感到十分惊奇袁难道
是它吗钥 还是吉姆为我们揭开了谜底袁
它可是古罗马圆形建筑中最古老的一

个大剧场遥 虽然当时没有扩音器材袁可
是这种设计完全达到了良好的效果袁我
听到这儿恍然大悟遥 看来创新可不是现
代人的专利哦浴 剧场面积巨大袁可以同
时容纳一万多人在此观看表演袁不难想
象当时一定是万人空巷袁当时是一个怎
样热闹的情景呀浴

我们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盛大的广

场袁一眼望去袁一排排石柱巍然耸立袁残
垣断壁之间依然看得出那是典型的罗

马建筑袁线条流畅尧美观大方遥 这里是政
府办公也是举行各种盛大庆典活动的

地方袁平时三三两两的人们也会相约在
这里散步袁也会听到孩子们嬉戏玩耍的
阵阵笑声袁所以这里也称社交广场遥 再
看广场上人头攒动袁有的穿梭于人群之
中袁有的选择最佳角度袁以精湛的摄影
技艺留下了这美好的瞬间袁留下了他们
心中的庞贝遥

如今这里的人们生活得怎样呢钥 虽
然他们的先辈曾经历了巨大的灾难袁他
们仍用勤劳与智慧创造生活尧 享受生
活遥 这个民族依然生活在这片肥沃的土
地上遥

此行收获颇丰袁让我记住了神奇的
庞贝袁也记住了那位可爱的小姑娘遥

我心中的庞贝
姻于淑媛

灯下漫笔

记得几年前大家庭在酒店聚餐袁儿
子点了个有点酸甜的泰国菠萝炒饭袁甚
合吾等沪人口味袁脑海中留下了印象遥不
久前去清迈避寒休闲时袁 找旅行社咨询
可玩景点时发现袁节目单中有一项为野学
烧泰国菜冶遥 老伴历来热衷烹饪袁常与邻
里尧亲友尧闺蜜交流厨艺袁一有心得立即
付诸实践袁并让老公儿孙们分享成果遥如
今身在泰国袁能上正宗的烹饪学校袁岂可
失此学艺良机钥 当即报名付费遥

这是个速成班袁分半日和全日两种袁
前者 800铢/人袁后者 1200铢/人曰而只看
不动手的参观者 500铢/人遥 全日制可学
烧六类菜院快炒尧开胃菜尧色拉尧汤类尧咖
喱尧甜点曰每类有四种袁任选其一袁如开胃
菜有泰式春卷尧泰式金元粉尧炸香蕉尧泰式
鱼饼袁汤类有泰式鸡脚椰汁汤尧泰式青鸡
肉汤尧泰式豆腐清汤尧泰式冬阴功汤噎噎
六个菜做毕自己品尝袁吃不完打包遥 1700
泰铢折合人民币不到 350元袁 好比在上
海去稍高档饭馆的两人消费遥 按招生简
章说明袁学员掌勺学艺袁老师一对一地指
导袁旁观者可以边参观边当摄影师袁为其
做操作记录和拍照制作视频袁值浴

次日在旅店大堂等待袁 如约来接遥
中巴上已有男女近十人袁先将众人送至
菜场袁在基本通晓中尧英语的本地人的
带领下袁向学员介绍了各种食材和辅料
的特点和价格袁 并强调皆为有机产品遥

也许因涉外关系袁该菜场摊位众多袁排列
分类有序且整齐清洁袁 给顾客留下印象
较好遥 付款时袁妻已圈定欲学之六道菜袁
故按单索物当面逐一采购遥

事毕进入校门已过 10点钟遥立即引
导至开放式大厨房的工作室袁 灶台上已
备好各种原料和调味品遥 一位四十岁左
右的中年妇女袁 笑盈盈地以中文接待了
我们袁 自我介绍姓名及出生于云南西双
版纳瑞丽袁来泰已近 30年袁入了泰国籍遥
她说我们这里来自中国的人很多袁 刚才
购菜市场从业者袁云贵川湖人几占一半袁
而接待的学员大陆也可能超过 50%遥 她
还说袁你们放心袁我教的烧法是原汁原味
的泰国菜袁上午先教四个袁让你们午餐时
品尝遥 然后休息一小时袁再教两个袁吃不
完打包带回旅店袁放冰箱慢慢享用遥

以制菠萝饭为例袁介绍其操作过程院
打开煤气点中火袁 往锅里倒油至温热袁先
后加入切碎拍打的大蒜曰再陆续倒进切成
丁的洋葱尧胡萝卜尧菠萝袁大火翻炒至熟曰
继而升温袁 添加已蒸好的米饭和香肠丁曰
最后放作料袁有葱段尧酱油尧糖尧姜黄粉尧咖
喱粉尧腰果尧花椒粉袁不断翻炒至均匀干燥
为止遥当然袁各种物料的配比袁视食者口味
不同而可适量调节袁火候非常重要遥 好在
一些准备工作皆预先就绪袁师傅边讲解边
指导袁徒弟本有基础又好学勤问袁仅一小
时多点就完成了三菜一汤遥 我也忙袁拍了

四个视频和若干张照片留作纪念以备考遥
忙碌告一段落袁午餐时间已到遥 适才

饱的是眼福袁现在肚子似有饥饿感袁应轮
到口福了遥我们将方才的野杰作冶袁搬到此厅
一隅的饭桌上袁另外要些白米饭袁夫妇对
面而坐袁大快朵颐袁共享在异国他乡的劳
动成果遥 虽咱俩已共游 30多个国家袁记得
在伦敦一家公寓式旅馆袁曾住过带有全套
厨具可自己做饭的厨房袁但也没如此兴奋
和浪漫遥 餐毕袁发现仅剩我们两人是全日
学员袁校方服务挺具人情味袁安排俺在长
沙发上休息袁 因下午课程一点钟才开始遥
此时妻想起回国不久就要过年了袁正好在
年夜饭上一展学到的手艺袁可是若没清迈
佐料袁如何做出正宗的泰国菜钥 故请老师
开出单子袁委托校方派人去市场采购所需
调味品袁即使加些佣金亦无妨遥 碰巧边上
一位姑娘听见袁 自告奋勇骑电动车去办遥
片刻即返袁递上所购物品尧小票袁并婉拒服
务费遥 老伴深感不好意思袁想起包内有小
礼品袁双方推让一番袁对方才收下遥二时许袁
课程完毕袁因等待车辆袁师徒俩唠起了家
常袁然后专车送回宾馆袁真是难忘的一天遥

回国时袁 妻还买了些菠萝和芒果遥
于是袁今年的年夜饭就没上餐厅遥 野辛苦
了老妈浴 正宗泰国菜袁比饭店烧得好袁味
道顶脱了浴今年的年夜饭真爽浴 冶孩子们
的赞赏袁使她忘掉了连日来的操劳疲惫袁
脸上洋溢着子孙满堂的幸福遥

学烧泰国菜
姻金国范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遥 6月 15日袁宝钢老干部服务管理中心组织离休干部党员参观了宝钢股份原料码头尧原料
场改造渊原燃料进大棚尧筒仓改造冤项目尧一高炉大修纪念广场尧全天候室内码头等生产现场袁离休干部们对宝钢建设 40
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和欣慰遥

图为离休干部党员和老干部工作者在一高炉大修纪念广场合影留念遥 图文由宝钢老干部服务管理中心提供

广玉兰开玉色羞袁斑斓小屋稚心悠遥
愿成泥土留温度袁更借春秋写激流遥
直面人生随想录袁惊魂干校草棚牛遥
斯翁已去真情在袁旧著重翻我索求遥

访巴金旧居
姻范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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