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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冷眼热风冷眼

世相一笔世相一笔

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轻轻推开一扇门，满目近代历史的
斑斑血痕。这里有“金锁铜关”的海上
长城，垒砌着礁石，垒砌着大炮，垒砌着
节兵义坟的青山忠骨。烽火狼烟的残
垣断瓦，见证着腥风血雨的峥嵘岁月，
一幕幕痛楚的画面映入眼帘，一声声无
言的呐喊遗留心间。

两个四方形销烟池，销毁了237万
余斤鸦片。在列强面前，中华儿女扬眉
吐气，挺起民族的脊梁。

曾有人说：销烟禁令，招来战祸，非
明智之举。岂知鸦片祸国殃民，泛滥成
灾，长此以往，民不聊生，国将不国，苟
且偷生无疑是自掘坟墓。唯有昂首挺
胸，拿起武器，筑起血肉城墙，方显不战
而胜的力量。一味地忍让，民族尊严一
文不值，国际社会何以立足？泱泱大国
势必瓜分殆尽。

鸦片泛滥，对全民族精神和健康戕
害至深。1839年，林则徐赴广东禁烟
前估算国内吸食鸦片者已逾千万，且包
括不少军人，就此发出“几十年后，中原
几无可以御敌之兵”的惊呼。看到满大
街骨瘦如柴的烟民出入烟雾弥漫的烟
馆，在床榻上有气无力地吸成皮包骨，
黑乎乎的鸦片一船船运到国内，白花花
的银子一箱箱运到国外，林则徐痛心疾
首，怒发冲冠，公开发表声明：若鸦片一
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以此事相
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誓言掷地有声，
慷慨激昂。刚正不阿的林则徐，给了肆
无忌惮的奸商当头一棒，民心所向，青
史留名。

林则徐曾觉得英军不堪一击，不必
过虑。但到广东同洋人打交道后，他很
快认识到自己认知上的错误，便“日日使
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他看到西方在
武器和技术上的优势，提出“师敌之长技
以制敌”，希望通过“器”“技”的提升来改
变清朝落后的现实。而他的好友魏源
则通过审问英国俘虏和大量搜集涉外
资料，进一步看到西方“养兵、练兵之
法”及其国内工商业的发达。令人叹息
的是，魏源所著《海国图志》在当时国内
鲜有人问津，却在日本引发较大反响。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轰开中国古
老的大门，唤醒少数国人开眼看世界。
然而，封闭带来愚昧，保守导致落后，腐
朽衍生软弱。纵有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壮
举，也无法阻止民族命运滑向灾难深渊。

有恃无恐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
义律多次进犯珠江口炮台，均被守军击
退，不得不北上改攻定海、天津等港
口。雷厉风行的林则徐被革职贬官，投
降派琦善主持粤政，尽撤藩篱，遣散义
勇，克扣粮饷，使殚精竭虑修筑的海防
工事逐渐削弱。义律再次大举侵占靖
远炮台时，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在孤军

无援的绝境下，岁届花甲的水师提督关
天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顽强抵抗，战
死报国。血，染透三寸土地；火，烤焦五
里草木！强将手下无弱兵，助手麦廷章
及四百守军视死如归，激战到最后一
刻，全部阵亡。

沙角炮台后援无望的危急关头，年
逾六旬的副将陈连升运筹帷幄，统率六
百余守军奋勇杀敌，终因弹尽粮绝，悉数
为国捐躯，其中包含爱子陈举鹏。百姓
将收集的75具遗骸合葬在白草山，直至
新中国成立后被偶然发现，这便是催人
泪下的节兵义坟。陈连升的坐骑黄骝马
被掳香港，绝食而追随殉难的主人。

远眺烟波浩渺的海面，心潮澎湃，
泪眼模糊。战马尚有气节，何况将士？
沙角、威远、镇远、靖远、抚远，每一座炮
台都曾经和将军对话，每一处要塞都承
载了热血生涯。伶仃洋碧波万顷，龙穴
岛珠落玉盘。炎黄子孙的旌旗是永不
褪色的图画，华夏儿女的意志是永不沉
沦的木筏！

栩栩如生的蜡像，历历在目的情景，
撷取游客朵朵泪花。将士披挂的铮铮盔
甲，渔民挥甩的大刀钢叉，岂容外敌称
霸？长矛梭镖依然意气风发，火箭战鼓
从未退缩害怕。这方国土的百姓饱受屈
辱，满腔愤怒，强忍悲痛，不懈抗争。

海滨景区，人头攒动。一段段感人
肺腑的文字，一位位舍身成仁的将士，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事，无不令观者动
容。卫国之战，在于斗志，虽败犹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目光扫描一段尘
封的历史，心海掀起一身正气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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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这已是我在部队的第
6个年头。回首往事，爷爷的音容笑
貌仍清晰可见……

2014年 9月 5日，我入伍前在家
的最后一天。晚饭后，爷爷叫我到
他的房间，郑重地将全是褶皱、带着
墨香的一张纸摆在我面前：“这张烈
士证书是你老爷爷的，他是参加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牺牲的。常看
看这个，我希望你能当个好兵。”我
拉起爷爷苍老而又温暖的手，默默
点头。

爷爷从小就听家里的亲戚说他
的父亲叫张焕仁，是党员、红军排
长。在他一周岁的时候，父亲回来看
过他，给母亲留了句话：“如果我‘光
荣’了，孩子长大以后也要从军，要保
家卫国。”

爷爷懂事之后，一直不相信他的
父亲已牺牲。直到 1983年，一张烈
士证书交到他手里时，这才相信“失
踪”了多年的父亲在 1931年 10月就
牺牲了。

1947年，爷爷刚满18岁，就跑到
民兵连连长家，要求参军入伍，要上
战场。民兵连连长很高兴，但了解到
爷爷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后，没法下这
个决心。当天晚上，民兵连连长跟爷
爷聊了很久。之后，爷爷再也没提过
从军二字。

爷爷成家后，有了6个孩子。我
父亲是老四，有 3个姐姐、2个弟弟。
爷爷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参军，但这
个愿望都没能实现。

1984年，我的父亲满18岁，爷爷
把他带到武装部体检，但因扁平足被
刷了下来。又过4年，爷爷带着我的
大叔叔到武装部体检，也因未达标准
失望而归。1992年，爷爷带着我的
小叔叔去体检，因眼睛和耳朵有问
题，最终没能如愿。

1995年，我出生了。听父亲说，
当时爷爷笑得胡子都翘起来了。受
爷爷影响，从小我就喜欢看战争片，
他也经常跟我讲一些以前的故事，用
稻草给我做模具手枪。他还经常给
我下口令“一二一、一二一”，邻居听
了总说爷爷不是把我当孙儿养，而是
当兵来带……

我光荣入伍，也替爷爷圆了多年
的从军梦。

初入军营，我很不适应。要把被
子叠成豆腐块，天再冷也要出早操，
冷水洗脸洗脚，尤其是在寒冷飘雪

的夜里站岗的时候，特别想听听爷
爷的声音，怀念家里可口的饭菜、
温暖的被窝……

新兵连的营地海拔 3900多米，
体能训练时，头痛、流鼻血、眼前发黑
等情况时有发生。当时的我底子薄、
体重大，抱着只要死不了就拼命练的
想法，新兵连 3个月，我从入伍前的
158斤减到128斤。

我经常在信中与家人分享自己
在部队的进步和变化，爷爷每次收信
后都会认真地给我回信，鼓励我再接
再厉、好好表现。2016年 5月，我报
名参加了预提指挥士官集训和军校
考学集训，学会各类教学组训的方
法，努力补习文化知识，最终考上陆
军勤务学院。

2017年 1月，终于盼来寒假，两
年多未回过家的我自是激动万分。
赶到家时正是中午时分，长辈们把鞭
炮放得震天响，我向大家敬了一个标
准的军礼。爷爷左手拄着拐杖朝我
挪着步子，我冲过去跪下说：“爷爷，
我回来了。”爷爷摸摸我的头，哽咽
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爷爷郑重地把我获得的证书、奖
章摆在家里最重要、最显眼的位置，
站在那儿注目许久，似乎总也看不够
这些“宝贝”。

假期一晃而过。离家那天，爷爷
坐在门口目送我离开。我和爷爷约
定好，明年回来给他祝寿，再过几年
让他做老爷爷。他高兴极了，仅剩的
几颗牙露了出来：“放心好喽，我身体
好得很，你在部队好好干。”

2017年 12月，我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父亲说，爷爷去世前一
晚还一直抱着我穿军装的照片，时不
时喊着我的名字。组织批准我回家
看望，我连续守了爷爷 6夜，和爷爷
说了好多话……

今年6月，我如愿成为一名共产
党员。我多想告诉爷爷这个好消息，
多想再看看他那充满骄傲的笑容。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
奋斗。我愿带着爷爷的期盼，把青春
融入雪域高原，把热血交付这身迷
彩。

爷爷的期盼
■张照杰

我曾经，佩红戴花，
在欢声和锣鼓簇拥下，
投笔参军；
也曾经，披着星光，
在一望无垠的戈壁中，
摸爬打滚；
最难忘，忘却生死，
在保卫边陲的炮火下，
冲锋陷阵；
犹记得，连夜奔袭，
在抗洪救灾的第一线，
奋不顾身……
如今，我虽告别军营，
却依然怀旧，依然自尊，
我骄傲，我是退役军人。

我退役了，
却难以忘掉，
我的军人身份：
走路依旧挺胸昂首，
威风凛凛；
口里依然哼着，
《我是一个兵》的音韵；
士兵的迷彩训练服，
四季不肯离身；
就连日常的作息时间，
也依从部队的号音。
何来执着？何来自信？
我骄傲，我是退役军人。

我退役了，
只不过是转移了战阵：
北漂，我千里徒步行军；

打工，我八方出击打拼；
办厂，我讲究战略战术；
遇阻，我巧妙迂回前进。
一次次，我经营失利，
无处安身；
一回回，我凤凰涅槃，
扭转乾坤；
一年年，我积累经验，
站稳脚跟。
何来勇气？何来底蕴？
我骄傲，我是退役军人。

我退役了，
却时刻不忘，
肩头上战士的责任。
我发奋看书学习，
积极到会讨论。
我心想国家大事，
胸装大政方针。
我关注一带一路，
展望台海风云。
一旦有风吹草动，
只要祖国一声令下，
我将不辱使命，
再次披挂上阵。
何来忠诚？何来坚贞？
我骄傲，我是退役军人！

我骄傲，我是退役军人
■杨玉辰

日前旅行意大利，当年鼎盛的古罗
马帝国辉煌早已不再。历史之镜残照，
给人们带来深深的思考。有感于此，以
诗明鉴并感怀。

罗马松不靠修剪就圆若绿伞，
冠盖浓密葱翠，树干高擎威猛，
士兵般为曾经的帝国古城遮阴。
我说它是历史的罗马之镜。

罗马斗兽场四周观者如云，
椭圆形古建筑有种黯淡的残缺，
导游讲解它是罗马文明的象征。
我随手抓一把脚下的泥土，
至今仍能闻到充满暴力的血腥。
我说它是沉重的罗马之镜。

万神殿巍巍屹立两千多年，
反复抚摩雕工精美的青铜大门，
多少游客为厚重建筑膜拜若惊。
万神殿半球形的穹顶就像日晷，
采日月之光如天使神圣的眼睛。
我说它是虚幻的罗马之镜。

古罗马军团手持长矛圆盾出征，
打遍地中海摆出灵活机动的阵型。
盾牌雕饰被铁骑鲜血染成红日，
剑锋之光让罗马疆土达到巅峰，
残缺盾牌如今却在博物馆悲鸣。
我说它是黑色的罗马之镜。

帝国大道上湛蓝的天也是古镜，
照出元老院遗址里腐朽的幽灵。
照出宗庙神殿废墟的重重鬼影。
照出惨淡贞女祠中不散的冤魂。
照出君士坦丁凯旋门兵败场景。
狂风霜降，凛冬陡至，
镜子里的强盛帝国如繁花一夜凋零。

读名城应重温名著《红楼梦》，
“忽喇喇似大厦倾，
昏惨惨似灯将尽。”
读名城应重温名著《桃花扇》，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宴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
罗马之镜，
照出权贵肆意搜刮金钱的黑洞。
照出商贾把祖国利益视如小矮凳，
挥金如土、作威作福的傲慢。
照出官员把自身位置看得高于一切

的荒谬可怖。
照出王宫转动的天花板遍洒香水和

鲜花的豪奢。
照出升斗小民看到大船倾覆仍冷眼

观之的麻木。
照出公民理想丧失对国家荣耀弃如

敝屣的绝情。

“奉法者强则国强”，
这让我想起韩非子的警世名言。
只是中华的钟声遥远，
万里之隔的骄横帝国怎愿倾听？
饕餮璀璨文明的病毒翻江倒海，
自认强大的野蛮帝国，
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巨人，
被痢疾、霍乱、鼠疫攻陷。
国之亡时死相难看，
国之亡时城危如卵天塌地陷。
罗马之镜照出古罗马遗骨难埋，
远比眼前的历史废墟残缺可怜。

难忘美国黑白电影《罗马假日》，
赫本饰演的安妮公主当起向导，
把我们领到意大利共和国广场，
还有海神驾驭马车雕像的许愿池。
我的精神世界却没有假日，
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为祖国站岗的老兵。
我的精神世界没有假日，
闭目为万里之遥的祖国许愿，
也是“人民万岁”“圆梦中华”的泪花

含情。
以罗马为镜，祝福祖国啊，
永远有颗改革开放、海晏河清的心。
以罗马为镜，祝福祖国啊，
永远有颗勿忘国耻、珍爱和平的心！
再见，罗马之镜。
难忘，一场史海明鉴的航行！

罗马之镜
■李 辉

这辈子，小山最大的愿望，就是希
望有一天能够走出大山，去看一看大
海……

高中毕业后，小山应征入伍。坐了
两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一天汽车，小
山终于到了他要服役的海军军营。他
格外兴奋，心里想：“咱很快就能看到大
海了！”

从车厢跳下来，小山做的头一件事
情就是伸脖子打量自己一路上想象了
无数遍的军营。可这哪里有什么海哟，
四周全是大山。这里的山，比家乡的山
还要高、还要大。眼前的环境对小山打
击不小，他无精打采不停叹气。

很快，小山知道，自己所在的部队
是海军某部一个通讯基地。在这里，是
看不到大海的。小山心里的遗憾与失
望到了顶点。

新兵训练结束后，小山被派往一个
高山哨所去站岗。哨所除了小山，就只
有一个老兵。

到哨所报到的头一天，老兵给小山
的见面礼是几本翻卷了页的《中国海
军》杂志。老兵说：“这是咱海军自己办
的杂志，没事的时候翻翻吧，翻翻它，就
不寂寞了。”

于是，从那几本翻卷了页的《中国
海军》里，小山见到了大海，也慢慢了解
了海军。正如老兵所讲的：“每一个海
军战士的心里，都装着一片大海！”

每晚，小山枕着阵阵山风入睡，感
觉就像自己飘荡在海上。更多的时候，
小山爬上山顶，仰望蓝天。那一刻，在
小山眼里，蔚蓝的天空多像一望无际的

大海呵！偶尔，一只或者几只鸟儿在空
中盘旋，那应该就是海鸥在大海上迎风
舞蹈了吧！在这样的想象中，小山陶醉
地闭上了眼睛，展开双臂，做出热情拥
抱的样子——那一刻，他拥抱的可是辽
阔无边的海洋？

一天，部队首长来高山哨所视察，
关切地问小山：“在这里习惯吗？”小山
马上立正，敬了个军礼，说：“报告首长，
习惯！”

首长很满意，又问：“你为啥来当
兵？”

小山犹豫了一下，然后老老实实
地回答：“报告首长，我是想来……想
来……看大海！”

首长一愣，又问：“那……你见过大
海吗？”

“报告首长，见过！”小山又一个立
正，敬了个军礼。

“哦，在哪里见到的？”小山的回答

让首长感到很意外。
小山忙从枕头底下抽出那几本《中

国海军》，双手递到首长手里。首长翻
动杂志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几年后，小山复员了。
小山穿着洗得褪了色的海军军装，

坐了一天汽车，又坐了两天两夜的火
车，回到了他的家乡未家坪。

见了小山，大伙儿围上来问：“小
山，你见着大海了吗？”

小山摇摇头：“没哩，咱当兵的地方
在山里，没在海边……”

大伙儿都很惊讶：“当了一回海军
竟连大海都没见过？小山，你真划不
来！”

小山咧嘴笑笑，心想：“我虽没见着
真的大海，但是，大海永远装在我心
里！”

这样想着，一片辽阔而蔚蓝的大
海，又一次浮现在小山的脑海里……

心里装着一片大海
■魏咏柏

梦笔生花（中国画） 张建明作

没有名字的小路
只有战士们知道
就像知道拳头里的掌纹

没有名字的小路
除了野草
没有剩下什么
它记不住人名
就像留不住积雪

没有名字的小路
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括号

囊括一个人的青春
承载一代代人的回忆

没有名字的小路
是老兵辨认战友的密语

“你也从那里走过？”
“我在那里埋过一个果核”

这些小路，浇筑着
军人们的坚守与热爱
没有名字
更加伟大

没有名字的小路
■仇士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