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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教人学游泳，向来是严格的

“

主席不仅在武汉段游长江多次，还在九江段游
过。记得 1961 年庐山会议之后，主席下山立即乘船
来到九江的江心。那天，天空晴朗，水温舒适，浪花
不大，主席带领我们工作人员、警卫人员，一同下到
水中，向前游去。老人家一会儿仰游，一会儿侧泳，
一会儿踩水，一会儿又连蹬几下水后向前游去。我
们大伙都游在他近旁，他变换着各种姿势，边游边对
我这个刚学会游泳的新手说：
“你看，我坐在水上，把
水当做沙发坐，我躺下去，又把水当做床睡，我踩水
时，把水当成路走。”主席一边讲，一边做示范动作给
大家看。然后又转过头来鼓励我说：
“不要怕，不要
紧张，去摸清水性，掌握水性，然后你就可以去指挥
水了，而不要让水指挥你呀！”我认真听着，试验着。
主席说完随着波浪向前轻松地游去。
主席教人学游泳，向来是严格的。一些新手刚
学游泳，头部不敢进入水中，主席看见，向前猛按一
下他的脑袋，说：
“不能怕水，怕水还能学会呀？”记得
一次在杭州游泳池，我学会了游泳，也能在深水中做
潜水的动作了。我高兴地对着正在游泳池上边小桌
旁看书的主席锐：
“主席，我学会潜水了。”主席抬起
头，看了我的动作后，似乎不太相信，一句话也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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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顺手在桌上抓起一个玻璃烟灰缸，扔在深水
中。罗秘书和在场的几位同志都哈哈大笑。我明白
他的意思，立即一头钻进深水，不一会儿，一双手举
着烟缸露出水面。主席笑了，点点头。这时，站在主
席身旁的田云毓（主席的卫士）说：
“这算什么，那么
大个东西还不好捡？看我的。”于是他从口袋里摸出
一个五分钱的硬币，往水里一扔，再让我捡起。主席
看看我，点点头应允了小田这个做法。面对这种场
面，我虽然是个新手，但也不甘示弱，吸足了一口气，
又一个猛子扎下去，水虽深，但清澈见底，硬币虽小，
却看得一清二楚。于是我又把硬币捡起浮上水面，
对着小田举起硬币。主席笑着说：
“及格了。”小田也
只好说：
“算你及格了吧。”当然我同他们比还差得远
哩，仅仅是刚刚起步，更比不上常陪主席一起游泳的
干部队的其他同志了。特别是当时的警卫科长孙
勇，
水性特别好，
主席常常请他当我们的老师。
还是我刚从游泳池学会游泳后不久，到了武汉
就随主席第一次下长江了，我真有些怕，就从主席
的警卫小陆同志手里要了一个救生圈。下水后，主
席发现了，就从我手里夺过救生圈，扔到一边，然后
猛然一推，把我推出很远，说：
“自己游，靠圈子永远
学不会。”20 分钟过去了，我感到很累，多么希望主

”

席能上船休息一会儿，但看不出他有丝毫上船的意
思。我忍不住问主席：
“ 咱们游到哪里去啊？”主席
猜到了我的心思，故意严肃地答道：
“ 游到上海去
呀！”然后他面向大家哈哈大笑，大伙都笑起来。我
一听死了心，这是在考验我的意志，一咬牙坚持下
去，半小时过去了，反而不累了，就像长跑一样，过
了一个极限又轻松了。一直跟着主席游呀游呀，不
知过了多少时间，游了多少距离，直到主席上船，扶
着船梯回过头来看看大伙，又看看我这个新手，满
意地微笑了，我才结束了这次“考验”。
记得主席在杭州期间，陈毅来向主席汇报工作，
两人一同乘船来到钱塘江，谈完事后，一同下水。我
们工作人员和干部队的警卫同志也都跟着下了水。
那天虽然晴空万里，但有风，浪很高，好在不是开花
浪。主席下到水里后，先仰泳，嘴里还含着尚未抽完
的半支烟，待烟被水熄灭后，他转身侧泳，向前游
去。我和陈老总游在主席身前的一条线上，距主席
约有两三步远，随着水浪的起伏，当主席在浪尖时，
我和陈老总恰在浪谷，上下有二三米高，而当我们被
推向浪尖时，主席又深入谷底，一上一下，一起一落，
悠然自在。主席有诗云：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
信步。
”
这是多好的意境啊！
（连载三十一）

《除了爱，我们什么都不会》
别以为一个六岁的女人不懂这种微妙感情，其
实她们什么都懂
我之后见过许多写文章的男生，但是再也没有
一个男生让我听他描述一道菜，就流口水。只有大
哥可以。他一边说，对面的霓虹大房子里就传来导
师一定不会转身的歌声。成龙和陈淑桦唱的《明明
白白我的心》。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
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
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
他让我学着唱女生的部分，他唱男生的部分。
我就跟着他唱。我一边唱一边在想，他一定是要和
我过家家了吧。
我问他，那个唱歌的地方是什么东西？他说，那
叫夜总会，大哥要去的地方，我爸爸也去的。我又
问，你现在练歌是为了以后去唱吗？他说，这倒不
是，是我想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和我的同学王海燕一
起唱，
春节后我和王海燕约好，
跟她一起烧红烧鱼。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问我能去吃吗。他斩钉
截铁地拒绝了我，说三年级以下是不能吃的。然后
他很不满意地跟我说，以后你也别来跟我练了，你五
音不全，
都要把我练跑调了。
后来我就变成了真正的五音不全，音乐考试永
远拿不到优秀。学心理的朋友说，这是童年阴影。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应该就是这次吧。
而且从那以后，我讨厌所有名字里有海燕两个
字的女同学。她们总能打败我。

别以为一个六岁的女人不懂这种微妙感情，其
实她们什么都懂，女孩越是在无知的时候，越容易喜
欢一个人，隔壁强子为你打一架，你就已经觉得拥有
全世界了。
那时候我喜欢《成长的烦恼》里的 Mike 和《我爱
我家》里的梁天，直到现在，我看无数遍《我爱我家》
的重播，都对梁天爱得不可自拔。操着一口北京贫，
总是吹出一片前程似锦，又总是在生活中跌跌撞撞，
一事无成。我喜欢过的男孩，都不过如此，带着明显
的人性弱点，一边逞强，一边懦弱，这让他们总在男
人和男孩之间徘徊。
我还看过梁天演的一个电视剧，叫《金马大酒
店》。大哥带我眺望的霓虹灯，也叫金马大酒店，是
我们那儿夜总会的鼻祖，在我家后面。之后好几年，
听到的歌也就这么几首，
《明明白白我的心》
《你究竟
有几个好妹妹》和《东方之珠》，在看到歌词之前，我
老是把东方之珠想象成东方蜘蛛，每听一次都是一
身冷汗。
周杰伦出现的时候，我们搬家了，地头蛇被枪决
了，
金马夜总会也悄然落幕了。
刚上小学那几年，日韩电视剧席卷而来，
《血疑》
和《排球女将》反复重播。病态柔美的女主角形象席
卷而来。班级里的女孩互相交朋友的方式，都是在
体育课时拉着对方的小手，坐在树阴底下，眼神忧郁
地问对方，你为什么不跑步？一个捂着胸口说，告诉
你一个秘密，因为我有心脏病。另一个同病相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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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得的是白血病。还有另外一种女孩，把自己幻
想成了励志型的代表，赤名莉香、小鹿纯子或者是
《天桥风云》里的宋庆琳。我本来是很懒的，根本不
想拿着沙包去羽毛球网旁边练晴天霹雳，可是我一
直给我洗脑说我像莉香，
于是我就变成了第二种。
说自己家有一百亿，男友叫夏寒枫这种显摆模
式都是《流星花园》之后出现的了。
就是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人生中第一个海燕同
学。海燕同学就是那个每一节体育课都不跑步，
并且
拥有充满机关的海绵铅笔盒的人。她永远在被众星
捧月着，
班级所有人都喜欢她，
没有缘由，
就好像不喜
欢上她和没看过《灌篮高手》一样抬不起头见人。后
来我发现，
漫长的学生岁月里，
男生基本都是这样的。
他们喜欢她穿着白色裙子坐在操场边看我们满头
大汗的公主样。因为她成为那时候幸运的、
有病的人。
但我不相信。
我还曾经问身为医生的妈妈，白血病的症状是
什么样的。后来我拿着这些症状一一对比海燕同
学，她压根没表现出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使我决定
揭穿她。
（连载三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