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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人生我永远难忘，

那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时光，

星星火炬的队旗，

招展在我们前方，

我们敲着咚咚的队鼓，

一路伴着鸟语花香。

无论在课堂，

听老师讲语文、算术，

还是在操场，

伸展我们幼稚的臂膀；

无论是参加夏令营，

到清波荡漾的湖上，

“让我们荡起双桨……”

还是去熟悉的街巷，

看望生病的五保户大娘……

我都懂得

我胸前的红领巾，

那鲜红的颜色

浸透着前辈多少嘱托和期望，

那嘱托和期望，

放在我们稚嫩的肩上

是怎样沉甸甸的分量！

我知道，

那浸染红领巾的烈士的鲜血，

即使过了一个世纪，

也不能白淌，

那是无言的深刻的提醒，

像警钟响在耳旁：

我们自己并不单单属于自己呀，

而是属于遥远的南湖的红船，

属于井冈山的杜鹃，

属于枣园的灯光，

属于平型关激战的烽火，

属于渣滓洞冰冷的铁窗……

我懂，我懂——

革命的道路，

历来曲折而又漫长，

我们举着大胡子马克思的旗，

历经无数坎坷，

从胜利走向胜利，

走在中国特色康庄大道上！

啊，时光飞逝，

岁月沧桑，

我走过幼稚的少年、拼搏的青年

和稳健的中年，

如今已是满脸皱纹，白发苍苍！

我离开了工作岗位，

却并没有完全“脱岗”，

因为我感受到

那盛开的祖国的花朵，

是那么鲜艳，

是那么明丽，

是那么可爱，

空气中弥漫着令人鼓舞的清香！

花朵需要雨露呀，

花朵需要阳光，

花朵需要战胜暴风的袭击，

花朵需要打退害虫的张狂！

随着时光的飞度，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逐渐深切地

懂得孩子们的渴望。

他们渴望真实地了解这个世界，

他们渴望茁壮成长。

他们不需要听空洞的大道理，

他们不需要过了保质期的精神食粮。

我知道——

我读过的那些有用的书，

讲出那蕴含在书中的故事和哲理，

也许会让孩子们

顿开茅塞，

看到新鲜的黎明的曙光！

我知道——

我走过的不寻常的路，

讲出那路上奇异的风景，

也许会让孩子们

避免弯道，

减少迷茫，

会帮他们排除前进的路障，

让他们的脚步更加昂扬！

我也需要修身再造呀，

我也需要重新武装，

追随这个时代最新的变幻，

倾听这个时代让人昂奋的交响。

我骄傲——我成为

关工委队伍的一员，

我自豪——我走进

学校和社会为我开设的课堂。

我就是这样焕发了——

那美丽清纯的童心，

我就是这样又一次——

又一次把红领巾戴在脖子上……

我知道

此刻那崭新的红领巾，

与我已显衰老的脸庞，

形成的反差是那样巨大，

但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

让我懂得了肩上的重量。

我们多么幸运，

赶上前所未有的大好时光，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给我们老老少少

提供了最大的舞台，

让我们去圆那最美的中国梦啊，

把未来幸福的新生活努力开创！

我站在讲台上，

望着台下一条条红领巾

和那一双双温暖的可爱的

孩子们的目光，

我记忆之海、思绪之海，

翻起一层又一层明亮的波浪。

我也曾是戴过红领巾的人，

半个多世纪之前，

我的年龄和这些孩子们一样。

可今天，我却以爷爷的身份，

与他们对话，和他们探讨，

他们用求索的眼睛望着我，

听我讲述那平凡而又不凡的以往。

无论他们还是我，

都注定是红领巾的主人，

我们都是红旗的一角。

我们为此，

感到心心相印，

不分彼此，

没有代沟，

共同成长！

我为此深感欣喜和快乐，

怀着神圣使命，

感到无上荣光！

我走上这神圣的讲堂，

给孩子们讲读书的乐趣，

讲遥远岁月连队里的生活，

讲我走过两回的长征路，

人的一生也是一次长征啊，

如何让它处处闪亮？

讲雷锋怎样助人为乐，

怎样在日常生活的烈火中，

把自己炼成一块好钢？

讲诗歌是怎样

成为我向上飞翔的翅膀，

讲坚持写日记，

怎样经历日久天长，

让沉埋的日子，

在字里行间，

闪烁出新的光芒！

我要讲的课题很多很多，

每一个课题

都是我深思熟虑后

从心头自然地往外流淌……

我从红领巾时代走来，

我走向红领巾聚集的地方。

我的红领巾早已褪色，

但满眼的红领巾是那样夺目漂亮！

我有一颗不老的心，

这颗心与众多的年轻的心紧紧相扣，

追随着时代的脉搏，

那跳动的声音，

像鼓声雷声那样震响。

让我们一起为祖国效劳吧，

让我们一起为人民歌唱！

让我们红领巾遮掩着的心，

永远忠于我们伟大的党！

——这就是

一个老红领巾的自白，

也可以说是

一个老红领巾的

——畅想……

关于红领巾的畅想
■胡世宗

我曾在阿里工作、生活 3年多，那
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深深烙印在心底。
每当看到有关阿里的文章和图片，我
总会想起难忘的萨让之行，想念那群
可敬、可爱的军人。

2013 年 8月下旬，我跟随部队勘
查组去各边防连队。从山岗到曼扎的
路让我印象深刻，将近 200 公里的路
途，要翻越海拔 5780 米的香让拉达
坂。一路上坡，山腰路段略微好走些，
到了海拔 5000米以上，棱角分明的石
块铺满山坡，挡住道路。在车里根本
无法坐稳，感觉五脏六腑都要蹦出来，
说话都带颤音。大家戏称这一路有三
跳：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嗓
子眼里跳。

最令我难忘的是去萨让。阿里人
常说：没到过阿里，就没到过西藏；没
到过扎达，就没到过阿里；没到过萨
让，就没到过扎达。而去萨让的路，当
地人都叫它“阿里的天路”。

我们从波林山口下山，经过海拔
5060米的倾斯诺山口，继续前行就到
了去萨让最险的一段路——底加木
沟。从谷底到山顶落差上千米，我们
的车在“之”字形山路上不停拐弯。有
的悬崖拐弯处，越野车得来好几把倒
挡，才能歪斜着向前艰难爬行。一路
都听见车胎和地面的摩擦声以及刺耳
的刹车声，轮毂摩擦的焦煳味也不时
飘进车里。后来闻知，还真有人做过
统计：这一路，共计330多处拐弯。

翻过底加木沟，我左手握的纸巾
都能拧出水来，右手因为抓着把手太
过用力而有些酸痛。过这段路，用扎
达人武部瞿部长的话讲就是要做到
“四紧”：眼睛闭紧、手抓紧、脚蹬紧、屁
股夹紧。这也是人在极度紧张时的应
激反应。而边防连的大卡车常年都要
小心翼翼地驶过这样的路段，其中的
艰难与危险，对边防军人来说再普通
不过。为坚守国土，他们随时都可能
献出宝贵的生命。

又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看到位于
一条大河对面的萨让乡。我们要先下
山，过河再上山才能到达。这条下山
路完全是在山崖上凿出的。一路惊心
动魄，好不容易看到萨让的绿色，我忍
不住打开车窗想照张相，可窗外河水
的吼声和石块滚入谷底的隆隆声响，
吓得我赶紧关窗，不敢出声。

萨让乡是高海拔边境地区，只有
几十户人家。每年冬季，大雪封山，人
员、物资均无法进出。只有夏季短短
几个月能和外界联系，外出只有连通
县城的这条土石路，且经常被泥石流
冲毁。老百姓得急病，时常向阿里地
区和军分区求救，部队都会派直升机
和医务人员转移病号。萨让乡坐落的
这个山头，有醒目的 5个大字：毛主席
万岁！这是当年乡民们和边防官兵携
手堆砌的，多少年来，军民格外爱护，
现在已成萨让乡的一道靓丽风景。

波林边防连肩负的巡逻任务很
重。白天，踩着齐腰深的积雪一步一步
往前蹚，饿了啃干粮，渴了吃口雪。夜
晚，在避风的山崖下，用石头垒个窝，
生堆火，大家缩成一团休息。远处，狼
的嚎叫声让谁也睡不着觉……在这样
艰苦的环境中，波林边防连涌现出许
多先进模范。

勘查组一路考察，和连队开会，现
地解决实际问题。各连队之间相距很
远，我们翻越数座海拔 5000多米的达
坂，路途的艰险远超我的想象。

那次萨让之行，环境的艰苦、官兵
的坚守构成我割舍不下的牵挂。与内
地同龄人相比，边防战士的人生底色更
加纯澈，人生内涵更加厚重。英雄无
言，他们的精神却是永远耸立的丰碑。

难忘萨让之行
■徐丽桂

邵留军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亲，
即使后来当兵了，也不见好转。

刚入伍那会儿，家里只有一个座
机，邵留军想要联系母亲，只能拨打座
机。有时候不巧，碰上父亲接了电话，
邵留军也不多说，简单询问母亲的行
踪后，便匆匆挂掉电话。

后来，父母都有了手机，邵留军再
有什么事，便直接拨打母亲的电话。
如此一来，他与本就不怎么联系的父
亲沟通更少了。
“少就少呗，反正也没有什么共同

语言！”邵留军嘴上这样说，可见他对
参军入伍的事情还耿耿于怀。

那天，别人的父母都是成双成对
前来送行，而邵留军这边，只有母亲一
人。就这，据说还是母亲磨破嘴皮，说
尽软话，才得到父亲的同意。
“不过，你爸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男子汉大丈夫么，就是要志在四方，要
学会一个人走路，一个人成长。”母亲
突然站到父亲的阵营，为父亲代言，
“再说了，都是穿上军装的人了，不能
再拿自己当小孩了。”

没错儿，这像父亲说的话，一如既
往的“强硬”，一如既往的“正确”。但
是，邵留军敢断定，父亲当时的语气肯
定比母亲的转述硬 10倍，话音也一定
高 10倍！这么多年，父亲早已在他的
心里留下根深蒂固的印象：轻易不说
话，说话必伤人。尤其在邵留军犯浑
的时候，可没少接受“教育”。

这还不是让邵留军最难接受的。
最让他困惑的是，父亲的眼里似乎只
有别人家的孩子，而且丝毫不吝赞美
之词。为此，邵留军好多次偷偷问母
亲：“我到底是不是我爸亲生的？”

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感到既好笑
又无奈，意味深长地说：“世上的爱有
不同的表现方式，有的爱温柔，有的爱
严厉……”

邵留军相信母亲的话，但年轻气
盛的他还是理解不了父亲对爱的表
达，直到选取士官后的一次休假。

那是邵留军入伍后第一次探亲。
当他正准备把带回来的荣誉证书放进
家中书柜时，一张照片吸引了他的目
光。对着光仔细一看，他分明有些恍
惚了，那不是自己在营区一号门站岗
时的照片吗？

父亲怎么会有这样的照片？好奇
心驱使邵留军第一时间跑去询问母
亲。母亲挡不住儿子的追问，只好道
出原委：“那都是去年的事了。当时你
不是训练受伤了吗？虽然后来你说没
事了，但你爸就是不放心，茶不思饭不
想，非要去部队看一眼。我就故意逗
他说，你不是说男子汉大丈夫要学会

一个人走路、一个人成长吗？怎么说
话不算数呢？”

听到这里，邵留军好像突然想到
什么，睫毛已莫名粘在一起。
“谁想到，他说去就去了。回来

后，我问他见着儿子了吗？他却说，只
要看到儿子没事就好，见不见面不重
要……那时候，我就猜到，他肯定跟以
前一样，没有露面，而是偷偷待在某个
地方，远远地关注你，看到你没事，然
后就返回了。”

母亲的话像一个按键，顿时启动
了邵留军的“记忆库”，一个个场景像
放电影一般划过他的脑海。不过，此
时每个场景里都有父亲的身影，且异
常清晰。
“儿子，去看看你爸吧！其实，他

对你的爱一点也不少，只是把一切藏
在心里，没有表露出来罢了！”母亲说。

那一刻，邵留军仿佛瞬间长大
了。他转身走出房间，走向距离小区
不远的公园，这个时候，父亲都会在那
里下棋。

果然，进公园没多久，邵留军就听
见父亲的大嗓门，那音调分明比以前
还要洪亮有力：“要说我儿子，可厉害
着呢！去年因为表现出色，被评为优
秀士兵。今年，这才刚开始，又在军事
比武中夺得金牌……”

听着父亲如数家珍的口气，邵留
军觉得好笑，却又笑不出来。有泪水
从眼角流出，他决定不往前走了，就站
在原地看着父亲，就像父亲站在营区
一号门外静静地看着自己一样。

一
直
在
你
身
后

■
戴
永
洋

吴
陆
海

烈日高照，新战士吴刚在营房门口
站岗。一个衣着朴素的老婆婆，步履蹒
跚地来到哨位前，将一包绿油油的桔子
塞入吴刚手中，露出一脸慈爱。

桔子绿绿的，圆圆的，一看就知道是
精心挑选的。然而，吴刚咽了咽口水，又
把桔子推给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婆婆。老
婆婆脸色变了，看样子很不高兴。

吴刚说：“谢谢您，老大娘，我不能要
您的东西。”老婆婆好像听不懂吴刚的
话，再次把桔子推给他，并且用双手比画
着什么。原来，这位婆婆是聋哑人。

这时，班长赵世康来了。见此情景，
赵世康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从衣
袋里掏出10元钱塞到老婆婆手里。

看到钱的一刹那，老婆婆的眼泪突
然滑落下来。吴刚和赵世康都愣住了。

老婆婆将钱还给赵世康，提着那兜
桔子，一步三回头地走了。看着老人越
来越远的身影，两名士兵心里很复杂。
吴刚对赵世康说：“当兵的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这是原则，但原则是冷的，人情是
热的，老人家一片诚意，我们为啥不接
受？这不是让老百姓寒心吗？”

第二天，吴刚正站岗时，一个人拎着
满满一袋桔子出现在他眼前，还是昨天
那位聋哑老婆婆。老婆婆将桔子递给吴
刚，脸上依旧露出慈爱的笑。吴刚忙把
赵世康喊了过来。

这回，赵世康没有拒绝，而是接过老
婆婆手里的桔子，并行了一个标准的军
礼。老婆婆笑了，脸上的皱纹一下子舒
展开来，并挥舞双手向两名士兵比画了
好一阵子，显然很高兴。

老婆婆离开后，赵世康数了数桔子，
正好 30个。而连队刚好 30个人，平均每
人一个桔子。

吴刚说：“这桔子味道一定不错，快
点分下去吧。”赵世康眉头一紧：“我估计
这桔子有问题。”吴刚吓了一跳：“什么问
题？”“万一这桔子有毒呢？”赵世康边说
边拿出一个桔子剥开，放到鼻孔边，桔子
的香气顿时沁入肺腑。他轻轻咬了一
口，细细咀嚼，又慢慢咽下去。

半个小时过去，赵世康没有任何反
应。吴刚抱怨道：“班长，你就会咋呼，那
老婆婆怎么看都不像坏人，她看咱当兵
辛苦才送桔子的。”赵世康说：“到什么时
候都不能放松警惕。”于是，全连人人都
尝到了美味可口的桔子。

次日，老婆婆又出现了，手里依然拎
着一袋桔子。赵世康照旧将桔子收下，再
次对老婆婆行军礼。老婆婆含笑离去。

赵世康朝吴刚说：“走，跟上去。”二
人悄悄跟在老婆婆身后。老人走得很
慢，不时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最后进入城
郊一幢农家小院，这就是她的家。

门虚掩着。赵世康和吴刚敲门而
入。院子很大，长满硕果累累的桔树。
老婆婆正准备摘桔子，发现两名士兵站

在门口。她吃了一惊，顾不上擦汗，挥着
干瘪的手让他们坐在板凳上。

赵世康和吴刚没有坐，默默地从墙
角拿起扫把，帮老婆婆扫起满院子的落
叶和尘土。老婆婆呆呆地看着挥汗如雨
的战士，眼里竟满含着泪。

忙完了，老婆婆指了指中间那间屋
子，让赵世康和吴刚进屋休息。两人刚
踏进屋子，腿便迈不动了。

屋子正中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相
框。细看照片里的人，很英俊，也就 20
来岁，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穿的是 65
式军服。

这人是谁？赵世康和吴刚想向老婆
婆询问一些信息，可惜老婆婆复杂的手
势让他们看得眼花缭乱。他们向桌上的
照片和老婆婆认真地敬上军礼。

辞别老婆婆，他们找到居委会主任，
详细了解老人家的情况。原来，老婆婆
家中的那幅遗像上是她唯一的儿子，
1970年入伍，第二年在一次抢险任务中
牺牲，老伴由于伤心过度，不久便去世。
多年来，老婆婆一直自己生活……

翌日一早，老婆婆提了一袋摘好的
桔子，刚踏出门槛，就见眼前齐刷刷站了
一排穿戴整齐的士兵。

“立正！敬礼！”随着赵世康清晰的
口令，所有士兵同时朝老婆婆抬起手
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士兵们的手
臂始终高高抬着，纹丝不动。

老婆婆一边擦着泪，一边颤抖着走
向士兵们。从排头兵开始，她一个接一
个摸着战士们的脸，摸得很仔细，像是抚
摸自己的儿子。战士们敬礼的手臂被她
轻轻放下来。

这个 40 多年前失去老伴和儿子的
聋哑老婆婆，终于又有“儿子”了。此后，
这些儿子们只要有时间便来看看老妈
妈，沉寂多年的小院洋溢着天伦之乐。

盛夏的一场洪水，在人们熟睡的深
夜来临。洪灾比气象台预测得更加严
重。负责老婆婆所在城郊救灾任务的，
正是她的儿子们。

经过 3天 3夜苦战，洪水退去。城郊
安然无恙。只是，老婆婆少了两个儿子：
当初不肯收她桔子的赵世康和吴刚。他
们为了转移群众被洪水冲走……

老婆婆经常站在洪水光顾的地方，
哭得死去活来。一次又一次被儿子们拉
回家，她却又一次次跑出来，捧着绿油油
的桔子。

秋天到来的时候，在老婆婆屋里的
供桌上，新添了两幅遗像，两位战士正灿
烂地笑着……

鱼水桔
■江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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