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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边，不少人的名字都是“建国”，也许
是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也许意为“建设祖国”。据
统计，从 1949 年至今，仅浙江一省就有 42000 多
人名为“建国”，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国”是
一个极为“时髦”的名字，在最高峰的 1970 年，一
年就有近 2000 个“建国”出生。

建国——— 这个名字，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家
国情怀，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寄托着人们美好
的祝愿。

崔建国：浙江听障女篮队教练见

证新中国体育发展

回望人生这几十年，崔建国感悟
最深的是祖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而体育活动在人们生活中也正变得
越来越重要

叫“建国”的女性不多，崔建国是其一。1952
年，崔建国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新中国成立初
期，她的父母像当时很多父母的想法一样，取名
“建国”是希望她作为军人后代，成人后要承担保
家卫国的责任。

此后，她与篮球结缘，书写了她的精彩人生：
浙江远东女篮领队、前浙江女篮领队，还创建了浙
江网球队。现在的她担任浙江听障女篮队教练，在
2010 年的全国锦标赛上，这群组队只有一年的女
篮姑娘队员们，在崔建国的带领下一举夺得冠军，
并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残运会上连续夺得金牌，
如今她带着队伍正在第十届全国残运会继续征
战……

“到现在还有人喊我 8 号。”崔建国笑着回忆，
在她十多岁的时候，浙江省体工大队到她的学校
挑选篮球运动员，并被选中，从此就和篮球结下不
解之缘。

1970 年至 1979 年，崔建国在浙江女篮效力，
当时她的队号是 8 号，打前锋位置，以快准稳取
胜。入队后她先后参加了 1972 年五项球类运动
会、1979 年全运会等赛事，虽然最好的名次是第
5 名，但大家刻苦的训练换来了浙江女篮持续保
持全国甲级队水平的成果。这个过程中，崔建国出
色的球技也深受大家认可。

不过那时候艰苦的训练环境，也让崔建国印
象深刻。她说：“那时，运动鞋一点都不耐磨，我们
三天两头要去青年路找一位老先生修鞋。每个队
员进队领了两套队服和两双回力鞋，这些是一整
年的行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也给体育
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浙江省开始建立多项目体
育队伍，就在这个时候，崔建国接到一个任务，组
建浙江网球队，其中多名队员被选为国家队队员，
曾在亚洲锦标赛取得团体冠军。

虽然和篮球分开过，但在 2004 年左右，她又
回归浙江省女篮，而且这一次是以教练的身份回
归，带着新一代篮球女将们迎战各类赛事。即使到
了现在，崔建国上街还能被不少关注体育的“粉
丝”一眼认出，这些“粉丝”中有出租车司机、超市
收银员、炒货店老板，一张口就问：“你是那个 8 号
吗？”

2008 年，崔建国退休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一个更大的挑战正在等着她。2011 年，浙江要举
办全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作为主场作战，2009
年末，崔建国受命开始带训浙江听障女篮队。

“当时的她们完全是白纸一张，有的孩子甚至
连传球运球都不会。”崔建国记得，第一次在浙江
省残疾人体训中心见到这群弟子时，心中有些茫
然和失落。然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交流，由于大
部分队员都患有重度耳聋，崔建国的话语对她们
来说是一片静默……

在组队后的第一堂训练课上，崔建国用笔在
白板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我们是平等的。因为对
她来说，沟通的前提是信任，而信任的前提是平
等。面对眼前这一个个成长在乡村，生活在寂静世
界里的十六七岁聋人孩子，只有让她们相信在这
里可以平等的生活相处，她们才会遵守教导，全身
心地投入到训练中。“我还记得，就在我写下这几
个字的时候，孩子们眼神和之前不一样了。”

彼此的心敞开了，就要解决沟通的问题。为了
让队员了解篮球的技术要领，崔建国在用纸笔交
流之外，几乎每一个动作都要亲身示范，对抗、防
守、配合，用她的话讲，只有让队员亲自感受到肌
肉的力量与紧张感，才能明白篮球的精髓所在。除
此之外，她独创出一套“崔氏手语”。

提到这个，崔建国忍不住笑了：“赛场上怎么
简单怎么来，日常的手语太繁杂了，在训练时，我
说这个手势是‘阵地’，它就是‘阵地’。因此这套自
编自修的手语只有自己人看得懂，别人都捉摸不
透，这也算是一种战术吧。”

在她的带领下，队伍成绩斐然：在第八届、第
九届全国残运会上连续夺得金牌，不少队员还被
选为中国听障女篮队员，代表国家在 2017 年参
加第 27 届听障奥运会获得第七名的好成绩。

崔建国说，少女时代篮球是爱好、是梦想、是
追求，时间和汗水换来的是荣耀。现在，篮球是传
承，要把女篮团结拼搏、为荣耀而战的精神，手把
手地传下去。

作为听障女篮教练，这一路走来，崔建国感觉
自己见证了新中国的体育发展史，“我的身高是
175 厘米，当时这身高好像很高了，现在身高 2 米
左右的选手很多，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
家体格越来越好了。”

“现在的中国是体育强国。残疾人体育运动也
越来越被重视。去年，浙江省残疾人体育队伍还新
增了很多项目，例如残疾人单板滑雪队，目的是为
2022 年北京残奥会做准备。”

崔建国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体育事
业，回望人生这几十年，感悟最深的是祖国正在变
得越来越强大，而体育活动在人们生活中也正变
得越来越重要。“现在是强身健体、全民健身。现在
健身房，各种体育设施也是很先进的。”

目前，崔建国正带领她的球队，征战在天津举
行的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
后来者们，发挥女篮精神，为国争光。”崔建国说。

石建国：90 后“抹灰哥”的工地

书法梦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地抹

灰工，并不奢望有一天会成为书法

家，但我觉得能一辈子坚持自己热

爱的东西，是一件很厉害的事”

一场暴雨过后，在杭州城北郊区一处建筑工
地上，结束一天工作的石建国和工友们朝着附近
宿舍走去，沿着一条仅一人宽的泥泞小巷，跨过几
处污水排放沟渠，石建国穿过几排移动板房后走
进自己的铁皮小屋，推门进去竟有一阵微微的墨
香迎面而来。

1991 年出生的石建国是叫“建国”的人中，为
数不多的 90 后，他说自己也认识几个同名的朋
友，但最年轻的也有四五十岁。“我生在河南濮阳
的农村，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文
化，给孩子取名也比较简单，我叫建国可能就是爹
妈希望我能建设祖国，能给社会做点贡献吧！”

在云南做过汽车修理工、在新疆做过架桥工
人、在上海船厂做过电焊工，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

方，但石建国心里一直揣着一个“书法梦”。初中
时学校发了一本《书法艺术》课外书，里面大多
是一些书画家的作品，“别人的字写得这么好
看，如果我也可以就好了。”石建国如获至宝，常
常拿起书翻看，还专门买了毛笔和墨汁开始练
习。

后来在忙碌奔波的工作中，他与“书法”渐
行渐远，但始终无法放下，想着有朝一日安定下
来一定要好好练习书法。2013 年他跟着两个哥
哥在温州安顿，在建筑工地上做抹灰工，一干就
是五年，工棚外搭个简易桌子，铺上废报纸，拿
起毛笔就开始勤学苦练，工地上的工作经常从
早晨五六点开始，持续到傍晚五六点，有时一天
工作下来很累了，但拿起笔，石建国一下就有了
精神，写上一两个小时也依然还有兴致。

工友们喜欢打牌、打游戏消磨时间，石建国
对这些都没兴趣，只喜欢练字，利用有限的时间
去实现“书法梦”。几年练习下来他的字也“有模
有样”了，2017 年 5 月石建国鼓起勇气在一短
视频平台注册并取名“温州抹灰哥小石”，在练
书法时让工友录个小视频，或者来一场“直播”，
视频中的他常常穿着沾满灰泥的工服，踩着一
双工地雨靴，有时手上和头发上还沾满粉尘，就
这么“灰头土脸”地开始直播了。

“最初只是想督促练习，没想到关注的人越
来越多，粉丝们的鼓励给我很大动力去坚持自
己的梦想。”2018 年夏天，杭州一家建筑公司的
负责人在网上看到石建国的视频，很佩服他坚
强的毅力，专程派人去温州工地找他，邀请他到
杭州工作。

想到妻子带着女儿在富阳打工，自己在杭
州工作也能离家人更近一些，石建国同意了。过
年时他为公司的员工写了几百副对联和“福”，
同事们回家行囊里又多了一份特别的“年货”，
公司给他一千多元作为奖励，石建国一分未收
全部捐给了一家福利院。

石建国说打工挣钱不容易，他平时练字时
纸张基本上都是反复使用，能省就省，练字的
笔墨纸也都是在淘宝上买便宜的。他偶尔也买
些书籍临摹，“我现在水平还很一般，只能算是
书法爱好者，行书写得比较多，但是楷书还找
不到方向，近期我的目标是提高楷书的水平。”

对于书法梦，石建国并没有因在网上走红
而沾沾自喜，反而更加谦虚低调，扎实学习。

在石建国狭小的工地集体宿舍里，除了过
道，最大的一块空间则是他的书桌，几十支大小
粗细不同的毛笔和四壶墨汁整齐排列，旁边还
有几块木板做成的镇尺和几本书法书，由于工
地建设即将结束，同宿舍的室友都“转战”到其
他工地了，这里俨然成了他的一方小天地，每一
张高低床床板上都摆满了他的书法作品。

每当一个工程完工要辗转下一地时，他
便把这些陪伴在身边的“宝贝”小心翼翼地打
包收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地抹灰
工，并不奢望有一天会成为书法家，但我觉得
能一辈子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是一件很厉
害的事！”

邵建国：做好“水上国门形象

第一人”

“得益于国家的兴盛，让我们

港口发展迅速，也让引航工作越来

越被重视和需要，我也真正找到了

职业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外籍船舶进港时，引航员是第一个登轮的
中国人，也是第一个与船员进行面面交流的中
国人，我们不仅要保障船舶安全进出港，更要展
现好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因此有时也被
称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在引航员岗位上
工作了将近 20 年，邵建国谈起这份工作的职责
时依然充满自豪。

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籍船长对中国
的引航员存在不同程度偏见，尤其是对引航员
的专业素养持怀疑态度，而随着中国海洋实力

的迅速发展，航海技术提升，引航员的专业素养
越来越高，外国籍船长和船员对中国引航员的
态度也有了巨大的改观。“得益于国家的兴盛，
让我们港口发展迅速，也让引航工作越来越被
重视和需要，我也真正找到了职业的自豪感和
幸福感。”邵建国说。

当年他实习时，船到日本的东京港，进港时
第一次见识到引航这个职业，被引航员的职业
成就感深深感染，“从此，成为一位引航员成了
我的梦想，觉得这是一份会给自己带来快乐的
工作。”

18 年前，舟山港在急需引航人才时，他毅
然放弃了在上海一远洋运输公司的高薪岗位，
选择到舟山引航站做一名普通的引航员，成了
该站建站以来的第十位引航员。

自此以后，邵建国从头开始一点点学习，包
括舟山港域特点、航道、水深、水流、航标设置
等，收集潮汐、气象、航道、水流、码头资料和航
道变迁、小型船舶活动规律，驾驶散货船、油化
船、集装箱船、特种船、LNG 船等各类船舶的技
术，不断吸取前辈们的宝贵经验，通过这些年的
努力和实践，最终成了一位经验丰富、能独当一
面的高级引航员。

引航员的工作主要是完成船舶的进出港航
行和靠离泊位，这是船舶驾驶过程中两个难度
最大的环节，也隐藏着高风险，大型船舶总价值
动辄上亿，轻微磕碰的损失就要以千万计，如果
是大型油轮，一旦发生碰撞造成原油泄漏，对海
洋环境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引航过程中经常会有紧急情况发生，邵建
国说，曾经遇过一艘从中东开来的载满 30 万
吨原油的船舶，航行至舟山港虾峙门深水航槽
时，突然舵机故障，短时间内无法控制方向，面
临着搁浅与碰撞的危险，凭着多年引航实践经
验，邵建国快速沉着应对，最终引领船舶至安
全水域，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的发生。

除了引航时船舶的安全，同时还存在人身
安全问题。每次引航时，引航员都需要登上好几
层楼高的软梯上船，遇上大风暴，在颠簸起伏的
软梯上，每一步都潜藏着危险，稍不注意登船时
机，很有可能会被夹在小艇和轮船的中间或掉
落海里。

如今引航员不仅要求专业技术过硬，还需
要良好的沟通技巧，邵建国说，“欧美的船长比
较傲慢，菲律宾、印度的船长则比较细琐，我们
要因人而异，不能让驾驶台工作环境变得死
板、压抑，要懂得如何面对船员，调动驾驶台所
有人的情绪，就像外交官一样。”

引航员是国家发展大潮里形形色色岗位中
的一种，也是中国海洋实力不断增强的一面镜
子。邵建国说，舟山引航站自 1983 年建站后到
2000 年前，平均一年为外轮引航的艘次仅 500
艘左右，而现在全年服务艘次达到一万余艘，引
航员也增加到 67 名。“我刚来的时候引航员仅
仅在舟山本岛附近的几个码头工作，现在从南
到北跨度达 100 多海里的范围，很多的岛屿都
建有大型泊位，我们引航员的足迹遍布了整个
舟山群岛。”

近年来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国家自贸试验
区等多项重大政策在舟山落地，更加快了港口
的发展，港口服务的专业化、高效化对引航员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我们能做好‘水上国
门形象第一人’，给每一艘外轮带去最好的引航
服务！”邵建国说。

陈建国：传承恩师精神把音乐

带到更多地方

“人人有材，亦无全才，因材施
教，人人成才。”陈建国说，“这是周
老师的教育理念，在他看来每个人
都应享有学习音乐的权利。”陈建
国深以为然，投入大量的金钱、时
间和精力推动音乐事业的发展

“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呀么好风
光……”说到最能代表浙江的歌曲，《采茶舞曲》

能算其一。1958 年，著名音乐家周大风在温州泰
顺东溪土楼创作了《采茶舞曲》，从此在这片土地
上，种下了音乐的种子。

同样与《采茶舞曲》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有周
大风的学生陈建国，如今他是周大风纪念馆的馆
长、浙江大风艺校校长。为了将恩师周大风的音
乐理念继续传承下去，他举办专业和普及的音乐
会 600 多场，九成以上都是公益性质；带音乐老
师进山区和农村，自费购买乐器，圆孩子的音乐
梦；还在《采茶舞曲》创作地东溪乡成立了大风艺
校东溪分校……他身体力行，把音乐带到了更多
需要的地方。

1983 年，时任浙江省音协主席的周大风，
在杭州办了一个浙江社会艺术学校(后改名为
浙江大风艺校)。出于对音乐的热爱，陈建国报
考学校，成了第一届学生。回顾两年短暂的学
习，陈建国觉得这是影响他一辈子的学习经历，
“大风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使我一生爱上音
乐，更教育我做人做事，他的教育观念更是影响
着我。”

陈建国的梦想是当一位音乐家，艺校毕业之
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和音乐有关，是在半山文化馆
担任音乐干部，在那里他几乎学遍了所有的乐
器：钢琴、长笛、萨克斯风、二胡、笛子、架子
鼓……为了把自己彻底钻进音乐里，他去过琴行
打工，在杭州乐器厂学习制作小提琴，在广州钢
琴厂学过调律。

1997 年，他回到杭州开始创业之路，开了自
己第一家琴行，凭着陈建国的努力，琴行生意愈
发红火，乐器还远销至江苏和安徽等地。后来由
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他还开了四家分店和一家乐
器厂。

2004 年，81 岁高龄的周大风希望寻找一位
琴行老板资助一个公益合唱团，但是接连谈了几
家琴行都未能成功，最后他找到了学生陈建国。
时隔 20 年，陈建国对老师的景仰之情未曾改变，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周大风的要求。随后两人一
起做了很多音乐和公益的事，两人也由最初的师
生关系成了莫逆之交。

“人人有材，亦无全才，因材施教，人人成才。”
陈建国说，“这是周老师的教育理念，在他看来每
个人都应享有学习音乐的权利。”陈建国深以为
然，投入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推动音乐事业
的发展。

一次去剧院的经历让陈建国心酸——— 台下
位置有九百多，却只稀稀拉拉坐了一百人。“我
想培养一群爱音乐的人，但这是一个艰巨的任
务。”

为此，陈建国特意去考了演出经纪人资格证
书，出资成立了知音民乐团。随后又和红星剧院、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宁波音乐厅等单位联合组
织“开启音乐之门系列”公益活动与演出，为青少
年普及高雅音乐。

陈建国说，他第一次走进浙江盲人学校慰
问演出，也是在周大风先生的带领下。“那时候
老师已经 80 多岁了，还亲自上台讲解音乐故事
和弹钢琴伴奏，在和盲人小朋友们握手时噙着
泪水，一直叮嘱我说，他们虽然看不见光明，但
是耳朵很灵，学习音乐很好，希望我多关心他
们。”

至今这个感人的场景仍深深触动着他，让
陈建国坚持在地处富阳的浙江盲校，持续三年
做公益器乐教学，每个礼拜抽出两天时间，陈建
国会专程带着琴行老师，风雨无阻去富阳给盲
人孩子上课，帮助他们成立了盲人民乐队。令他
骄傲的是，这个盲人民乐队还在多个比赛中获
奖。

“传承大风精神，让农村、山区的孩子能得到
更好的教育。”陈建国说。2004 年周大风重返《采
茶舞曲》的创作地温州泰顺，回杭州后时常跟陈
建国提起，泰顺东溪乡有个百年小学非常了不
起，在这个大山里面能有这么一个学校，说明当
地对教育的重视，希望大风艺校的老师能够去支
持发展大山里的音乐教育。

2017 年，陈建国和泰顺县东溪乡合作办了
周大风《采茶舞曲》纪念馆，又继承周老先生的遗
志在东溪小学成立了大风艺校分校，陈建国现在
还有个特殊的身份——— 东溪乡“荣誉村民”，传承
恩师周大风的教育理念，在东溪乡让更多的孩子
接受音乐的熏陶，还自掏腰包给孩子送去十万的
音乐器材，定期带老师进山授课，为孩子辅导，圆
了不少孩子的音乐梦。

虽然忙碌，但陈建国说，“我享受这个努力的
过程，我也同样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
个团队中来，一起为音乐而忙碌。你说的话，你做
的事，有可能一辈子有人记住，我想这就值得
了。”

▲崔建国（浙江听障女篮队教练） ▲石建国（90 后“抹灰哥”） ▲邵建国（引航员） ▲陈建国（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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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9 年至今，仅浙江一省就有 42000 多人名为“建国”，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建国”是一个极

为“时髦”的名字，在最高峰的 1970 年，一年就有近 2000 个“建国”出生

建国——— 这个名字，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家国情怀，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寄托着人们美好

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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