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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节倍思亲”。又一个新春佳
节到来了，我的心不由自主地飞到了我
熟悉的、热爱的东北边防线，那冰冻的界
江，那雪覆的哨楼，那在高高瞭望塔上站
岗和在没膝的草丛雪原上巡逻、皮毛军
帽上沾满厚厚白霜的战友们，令我怀想
啊，令我惦念啊！

我曾在黑河军分区代职政治部主
任，曾带着军区一众业余作者在“北极
村”漠河边防团举办创作学习班，曾与王
中才、刘兆林、李占恒、宫魁斌等军中文
友骑自行车，沿着黑龙江边防线采风，行
程 2000 多公里。我曾访问过吉林省珲
春的防川哨所、马滴达哨所，黑龙江省漠
河的洛古河哨所、黑河的卡伦山哨所、呼
玛的吴八老岛哨所、萝北名山的兴东哨
所、嘉荫的河口哨所、抚远的小河子哨所
及东极哨所……而那个著名的“东方第
一哨”乌苏镇哨所，我曾荣幸地 9 次造
访，我作词的那首《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成为他们的哨歌和旅歌，成为他们每名
官兵包括复转的干部战士手机的彩铃音
乐，每天升旗之后，他们都会自豪地唱起
这首歌：
“在祖国边防最东端的角落，

耸立着我们小小的哨所，

每天当星星月亮悄悄地隐没，

那是我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

我觉得我的心时刻连着那遥远的
边防线，他们每天平凡的故事都深深感
染着我，感动着我，就像春风一样温暖
我的心。

去年春节期间，东极哨所指导员王
阳阳的妻子南妍妍从河南驻马店来队
了。每次王阳阳到边境线上出勤，南妍
妍都会站在大门口眺望，一直等到心爱
的人披风踏雪归来，迫不及待地紧忙用

自己的双手去焐王阳阳那冻得通红的冰
冷的脸。为了让战友们都能安享完整的
央视春晚大餐，南妍妍提议与丈夫王阳
阳去站了长长的一班“夫妻哨”。在除夕
的风雪之夜，南妍妍也亲身体验了守卫
在祖国边防线上的战士的责任、艰辛和
自豪。南妍妍还主动热情地到炊事班去
帮厨，给全连官兵包了自己最拿手的饺
子。战士们亲切地称呼她为“妍姐”。每
逢年节，也是远离家乡的战士们想家的
时候，“妍姐”是幼儿教师，细微地体察战
士的情绪，闻听哪个兄弟有什么想不开
的心事，便去和他聊天，帮助排忧解难，
她成了王阳阳得力的助手，像一个“编外
指导员”。这对夫妇从相识到相知再到
相恋成家，总是聚少离多。南妍妍说她
和王阳阳见面的次数掰着手指头都能数
得过来，越是这样，她越要珍惜短暂的相
会时光，给心爱的人以巨大的温暖和最
强有力的支持。

军犬引导员新扎那是一名从内蒙古
通辽扎鲁特旗入伍的蒙古族老兵。去年
春节，他的新婚妻子吴白嘎丽第一次来
部队过大年。吴白嘎丽从小立志当一名
军人，由于年龄和名额之限，她未能实现
这个夙愿，是新扎那替她赢得了这份光
荣，也赢得了这份满足。在春节假期里，
吴白嘎丽高高兴兴地和新扎那一起喂
犬，一起打扫犬舍，全力支持丈夫的事
业。她对新扎那说：“感谢你替我实现了
当兵梦，我能嫁给一名军人感到无比自
豪。以后你在前线守边防，把后方交给
我，你就放心好了！”

宣传干事张国珍的妻子张秀敏在老
家山西是私人订制家具的设计师。这一
对恩爱的小夫妻结婚 6年，有 4年除夕因
张国珍在边防部队值班而不能团聚。张

秀敏也是一个军迷，对人民军队无比热
爱和向往，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一听对
方是军人，二话不说就应了下来，这完全
出自她对军人的信赖、仰慕和期待。她
和张国珍一见钟情，从见面到结婚，他们
在一起统共才待了 5天。张秀敏支持丈
夫的工作，孩子小，丈夫过春节又不在
身边，但她无怨无悔，她说：“不是还有
微信吗？国珍是做守卫国防的大事，我
们来个视频能看看对方的模样不也挺
好的吗？”

东极哨所的炊事班长雷辉，有 8个
春节忙得不能回家。当他正忙着给全连
做年夜饭的时候，他的父亲雷纯明、母亲
邱柏翠千里迢迢从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老家赶来了。年过半百的母亲在雷辉毫
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地给儿子做了他
小时候过年时最爱吃的剁椒鱼头和汤圆
子，让儿子惊喜地吃到了母亲亲手做的
年夜饭。

曲道成政委和常委班子，历来在年
节到来时，必分头去偏远的哨所看望和
慰问，特别是乌苏镇哨所、小河子哨所、
通江口哨所、八岔哨所和三江口哨所，送
去一些鱼、肉、蛋、菜，送去党委机关的关
怀和问候，鼓励他们安心边防，热爱边
防，奉献边防。基层官兵看到首长来慰
问，脸上都露出欣喜的笑容。曲政委在
“东方第一哨”过大年时，还专门替战士
站了一班岗，和战士围坐一起包饺子、唠
家常，并给战士们炖了一锅香喷喷的大
鲤鱼。

2018年春节的脚步匆匆地来了，各
连队支部纷纷报上来了文体活动的计
划，例如“军营好声音”卡拉OK选手比
赛、棋牌赢家竞选、游艺会、军事技能大
比拼、战士书画大展、雪雕检阅等等，有

年味儿，更有军味儿，真的是丰富多彩，
隆重而又喜庆。

当我看到祖国千百个城乡大大小小
超市里应有尽有、人们喜气洋洋购置年
货的时候，当我看到神州大地上数亿人
春运的潮水在为回家过年而奔流的时
候，当我看到家家户户在大门上贴春联、
挂红灯笼的时候，当我看到远远近近的
礼花腾空而起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
自然而然地想到边防线上那些熟悉的和
陌生的战友们！

每逢新春，我都会开心地收到“东
方第一哨”及边防线众多战友们的贺卡
和微信的问候。我也同样会寄去我的
一份思念、一份牵挂、一份新春的祝福。
我永远不会忘记远在天边的祖国的卫
士，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汗水和热血，
日日夜夜守卫着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
幸福。
“无论风雪弥漫还是大雨滂沱，

朝霞照样升起在我的心窝。

就这个时刻，绝不会错，

太阳肯定从我的头上走过。

每天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太阳把光热洒给万里山河。

我持枪向太阳致以军礼，

请她也带上我的光，我的热！”

战士心头太阳红，风雪边关春意浓。
我亲爱的边防战友，是最先把太阳

迎进祖国的人；他们当然也是最先把春
风接引到祖国大地的人！

风雪边关春意浓
■胡世宗

岁末年初，从五湖四海的军营里
飞出的一张张立功受奖喜报，犹如一
只只报喜的鸽子，唱着雄壮铿锵的歌
儿，飞越重重关山，跨过条条江河，欢
欢喜喜飞入祖国各地的军属之家。

我于喜报，充满着浓浓的感情，还
有一个个美好的回忆。

我的家乡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处
的涉县老区。我爷爷于 1938年参军，
1940 年入党，英勇杀敌，多次得到各
级首长的表扬。有一回，爷爷给家里
来了一封信，可全家没一个识字的，便
把老村长请来读信。老村长颤颤悠悠
地捧着信，当着全家人的面，放开嗓
门，反复诵读：“因打仗勇敢，干掉了不
少鬼子，团长赏了俺半瓶地瓜烧，俺没
舍得喝，还给了团长，团长没喝，他让
俺给爹留着……”

在那烽火连天的年月，半瓶地瓜
烧也能点燃爷爷的杀敌激情，那封并
不长的家书无异于一封沉甸甸的喜
报，全家人奉若珍宝，高高搁在堂屋
最显眼的位置。老村长似乎比我们
更为激动，特地在我家破旧的大门前
放了一挂长鞭，鼓着腮帮子吹了半天
唢呐。乡亲们将爷爷这封信视作莫
大的骄傲，纷纷鼓励儿子、丈夫报名
参军，争取早日立功。直到现在，家
中长辈依然会忆起当年收到“喜报”
时的欣喜。

1970 年冬天，在爷爷的鼓励下，
18 岁的父亲来到北京卫戍区服役。
入伍第 2年，父亲因“学习好，工作好，
爱护武器、消灭事故好，生产节约好，
身体好”，被评为“五好战士”。当喜报
从北京飞回家乡时，全家沸腾，全村沸
腾。村支书带着全体干部来到我家，
敲锣打鼓扭秧歌，长长的小巷人山人
海。待喜庆的鞭炮响毕，村支书当众
宣读喜报：“江保卫同志在 1971 年被
评为‘五好战士’，望继续高举毛泽东
思想伟大旗帜，戒骄戒躁，为人民再立
新功……”随后，村支书取出纸笔，运
墨挥毫，代表全村乡亲给父亲写信，希
望他努力学习，刻苦训练。父亲回忆
说，收到村支书的亲笔信时，指导员当
着全连战士宣读此信，战士们热血沸
腾，备受鼓舞，训练时更刻苦了，站岗
时胸膛挺得更直了，极大提升了连队
士气。

1998年，我入伍来到武警浙江总
队丽水支队。我刻苦训练，在新兵连
结束时的考核中获得全优成绩，被评
为“优秀新兵”。父亲当年写信告诉
我，当喜报寄至家乡的人武部时，赶上
了大年三十，雪下得很大，人武部的同
志立马将喜报用玻璃镜框进行了装
裱，镜框两侧挂了大红丝绸，带着娱
乐队来到社区，居民们哗啦一下围了
上来。白发苍苍的徐宝坤部长将喜
报和慰问金交到我父母手中，向居民
们高声宣布：“你们社区新入伍战士
江志强同志刚当兵 3个月就获得了嘉
奖，寄回了喜报，了不得，有出息，这
不仅是战士的光荣，也是他们家的光
荣、社区的光荣、人武部的光荣。这
说明，我们向人民军队输送了一名优
秀的士兵……”收到父亲来信时，我
已下到了基层连队，训练之余，时常捧
信而读，决心继续努力，多多立功受
奖。从军 5年，我 5次被评为“优秀士
兵”，4次荣立三等功，并于入伍第 2年

光荣入党。
正因为家乡政府、人武部的领导

同志对送喜报这件事分外走心，很大
程度上激励了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
军。此后几年里，我的很多发小相继
穿上了军装，在部队表现优秀，很多人
立功受奖、提干，就是被送喜报时浓浓
的氛围所感召。有的发小连续数年报
名参军，却因种种原因没能穿上军装，
但他们心中始终怀着一腔热血，鼓励
自己的子女长大后从军报国。

入伍第 4年秋天，我因工作需要
调到了支队政治处，组干股干事王进
伟每逢年终便忙着填写优秀士兵喜
报，然后寄向全国各地。有一回，政治
处朱国桥主任让我协助王干事填写喜
报，只见王干事撸着袖管，挥着毛笔，
先在废报纸上练字找手感，接着才在
喜报上工工整整地填上战士姓名、受
奖原因，然后盖上公章。每填完一份
喜报，王干事总是小心翼翼地将其摆
在旁边的长桌上。为了让喜报上的墨
迹早一点晾干，我将几份喜报摆在了
太阳底下。王干事见了，立马阻止，他
说：“一旦在太阳底下暴晒，喜报上的
墨迹凝结得快，纸张就会变得皱巴巴
的，不美观，不庄重。”王干事还告诉
我：“必须严肃对待寄送喜报这个问
题，基层官兵立功受奖不容易，付出了
很多心血，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才换
来这张喜报。如果寄往地方的喜报非
常粗糙，地方上的同志怎么想？战士
的父母怎么想？含糊不得哟！”王干事
一席话，为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进
一步感知到了喜报的分量……

我想，喜报是连接军人与百姓、
士兵与家庭、梦想与奉献的闪亮纽
带。对于成千上万的军属而言，能够
接到从军营飞来的喜报，当属最幸福
最自豪之事。那一张张喜报里，映照
着戍边儿女奉献边防的万般情怀，烙
刻着一颗颗爱党爱国爱民的拳拳之
心，凝聚着伟大祖国对三军将士的真
诚褒奖。

喜
报
的
分
量

■
江
志
强

《红海行动》无疑是今年春节档最

“燃”的电影，也实现了口碑与票房的双

赢。这部时长2小时17分钟的军事题材

影片，动作戏一场接着一场，将战争场面

尽可能真实地呈现给观众。影片中鲜血

汩汩、残肢断躯的场面，令不少观众不敢

直视，但观影后又不禁重重点头：真实的

战争就是这样残酷。

根据中国海军2015年也门撤侨真实

事件改编的《红海行动》，讲述了“蛟龙突

击队”8名官兵奉命执行撤侨和人质营救

任务的故事。电影中的动作场面涉及了

空战、海战、城市中的巷战、峡谷中的狙

击战、荒漠中的坦克大战……战斗场景

惊心动魄，总让人不自觉地屏住呼吸！

“真实”，让《红海行动》广受赞誉，也

令不少观众对影片中出现的血腥战争场

面出现水土不服。一些网友评论：受过

特殊训练的解放军战士受伤后，也会痛

得叫出声来？为什么救援总是来得那么

迟？为什么不多派点人参与救援人质，

非要 8∶150？这么多血腥场面，看得人

生理不适，怎么过审的？然而，这些正是

这部电影的认真之处，也是战争的残酷

之处。真正的战场上，战机转瞬即逝，解

放军战士会遇到旗鼓相当甚至技高一筹

的对手，会以少战多、流血牺牲甚至在局

部战争中失利。真实的战争中，没有永

远的常胜将军，也没有打不死的“小

强”。《红海行动》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不

能活在国防强大的梦里，强大的国防需

要全民强化国防意识。

许多人会把《红海行动》和《战狼》系

列进行比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拍摄

手法的军事题材电影。《战狼》系列成功

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超级英雄，影片

更侧重于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刻画。《红海

行动》则继承了“集体胜于个人”的作战

传统，着重雕刻的是“蛟龙突击队”的整

体形象，其中的每一名队员都是英雄，影

片更倾向于描绘真实的战斗。

观影之后，不禁反思：我们距离实战

到底有多远？影片中有一名特战队员在

执行任务时感叹：“做过这么多演习、训

练，完全不知道是这种情况。”未来，在和

平发展的世界大趋势下，大规模、依靠人

海战术的战争爆发概率大幅度降低，小

规模的局部战争、区域战争极有可能高

频度发生，其对抗性、残酷性都与我们在

训练场上感受到的完全不同。

经过了几十年的和平岁月，人民军

队还能不能胜任这样新形态的战争？我

们的战士也是血肉之躯，也会有害怕、恐

惧等情绪，能不能在真正的战场上迅速

适应？影片中，特战队员凭借宁肯舍弃

生命、绝不放弃使命的坚定信仰，在突如

其来的战斗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出色地

完成了任务，但也付出了惨重的牺牲和

代价。这警示我们：训练越贴近实战，战

场上才越能经受起考验。年初，习主席

向全军发布训令，要求全军各级要强化

练兵备战鲜明导向。今年，我军将按照

新军事训练大纲施训，相信通过实战实

训、联战联训，我们的军队一定能够锻造

出更多的“蛟龙”。

期待更多像《红海行动》一样真实而

贴近战争的国产军事题材大片的出现，

让更多人了解战争、理解军人，进而拥护

军队、支持国防。

战争就是这样残酷
——影片《红海行动》观后

■路波波

钢与泥·格斗（油画） 陈 林 作

春是一年的起点

春是严冬的涅槃

春是大地的希望

春是百花的庆典

当北国千里冰封

当万物冬眠正酣

春天便挣脱冬的羁绊

试着挺直稚嫩的腰板

于是——

小虫醒了，钻出壳卵

野草醒了，伸出叶片

春花醒了，蓓蕾欲绽

燕子来了，热情呢喃

于是——

满山的梅花、杏花、桃花

遍野的春兰、芍药、牡丹

吐蕊怒放，争芳斗艳

红了山川，醉了平原

润了心田，暖了人间

春光里——

孩子们的风筝飞上九霄

放飞梦想，喜悦写满脸

红领巾的春歌散落路边

又一篇作文在腹稿里成篇

春耕的铁牛正发出吼叫

播下的是希望，收获的是科研

解放军的春训杀声震天

为实现强军目标，实践打赢诺言

此时——

乐狂了画家

写生的画笔急切中蘸混色盘

忙坏了记者

纪实的镜头将多个角度变幻

醉倒了诗人

联想的思绪不断聚焦幻化延展

美颠了村妇

鬓角的野花在羞涩中换了又换

笑翻了孩童

展开双臂，全身扑向诱人的春天

战士最爱春天

祖国的春天格外让人迷恋

北方的麦苗，南方的稻田

西藏的青稞，东海的渔船

都时时闪烁在战士枪尖

一旦有风吹草动

战士就会冲锋陷阵，奋勇当先

为使祖国青春常驻

战士永远是护春的铁拳和导弹

春 颂
■杨玉辰

那天，刚从集训大队结束一个月的
封闭训练回来，少校林强意外收到了一
封家信。信是妻子写来的，看信封上的
邮戳时间，这是一星期前寄到的。

妻子是高中老师，承担着毕业班的
教学任务，平时也很忙。林强参加旅里
集训时，手机上交，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
系，妻子也知道这些情况呀，怎么还来了
信？林强有些奇怪。匆匆读信，里面倒
也没提什么大事，无非是家人一切都好，
要林强好好工作、注意身体之类的话。
末了，妻子提到了写信的原因——结婚
7年，生活平淡似水，她想找一找从前通
过书信交流的感觉，也让林强以后通过
书信和她交流。看完信，林强悬着的心
放下了。

过了几天，林强通过手机和妻子联
系，却被妻子挂断。随后妻子发来短信：
“你忘了咱们的约定了？”林强也试图通
过微信和妻子视频通话，但也被拒绝
了。不过，妻子倒是常常在微信上发来
她和女儿的照片及视频。这让他心里感

到安慰。每隔几天，妻子的信都会如期
到来，而每次接到信，林强无论再忙，也
要回信。

转眼两个月过去，这期间，妻子给林
强写了不少信。旅里集训一个月的目的
就是为了提高基层军官对新装备的指挥
和操作水平，从而以点带面，加速由“兵
种营”向“合成营”转型。副营长林强满
脑子考虑的都是怎样以训法创新促进战
法创新的课题，两个月来，他带领大家经
过先期训练，参加了旅里的比武，7个课
目他们营总分名列第一。凯旋后，营教
导员对他说：“林副营长，你的假期还没
有休完，趁着这次比武过后的空当，你回
家几天吧！”林强想了想，打了休假报告
后，就悄悄坐火车回家了。他想给妻子
一个惊喜。

林强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到家门
前，按响了门铃，门里传出女儿稚嫩的童
声：“谁呀？”“我，爸爸！”林强回答后，门
开了。看着一脸惊讶的妻子，林强边开
玩笑边迈进家门：“怎么，不认识了！”女

儿惊喜地扑上来，林强抱着女儿转了两
圈，忽然感觉有些异样，妻子没有说话。
等他回头，妻子正在抹泪。
“怎么啦？”林强问。这时，女儿奶声

奶气地说：“妈妈失声啦！她不让告诉
你，怕影响你打仗。”女儿还不理解爸爸
的职业，只知道爸爸是解放军，而解放军
就是打仗的。“怎么回事？”林强有些着
急。妻子拿出一份医院的检查报告，林
强接过，看到上面的诊断结果写着：声带
麻痹引起功能性失声。霎时，林强明白
了一切。

妻子赶紧给他写了一张纸条：这个病
不要紧，医生说多休息，再针灸两个疗程
就好了。看着妻子微笑的脸庞，林强紧
紧抱住女儿和妻子，泪水无声滑落……

家 书
■张长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