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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在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
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先后在
军司令部作战科，政治部秘书科、宣传
科工作，在主攻团参加夏季反击战役。

那时我们毫无制空权，入朝行军
就利用夜幕掩护。夜行晓宿，每人负
重四五十斤（战士们加枪械弹药负重
更多），没有汽车，全靠徒步。从丹东
出发到前线，跋涉 22个夜晚。一路
上，敌机一扔照明弹，我们就在路边卧
倒；照明弹一熄，起来飞跑。每人都是
两脚血泡，脚板疼得走路像扭秧歌。
但行军政治工作十分活跃，沿途说快
板、唱战歌，斗志昂扬。我们政治部只
是被敌机击中烧掉一辆运输炊具的马
车，没有因空袭减员。

敌人有飞机、大炮、坦克以及尼龙
避弹衣。我们没有。怎么保存自己？
每人都带有铁镐，挖战壕，挖猫耳洞。
实行近战、夜战，让敌人的飞机大炮难
施淫威。阵地对峙阶段，我们就在山
中打坑道，让敌人的飞机大炮瞎忙乎。

那次遭遇敌机空袭，我和两位战
友一起被埋在炸塌的猫耳洞里。拱出
来后，只见他俩都是满面泥土，就剩牙
齿是白的。但我们三人胳膊腿都是好
好的，没有受伤。一位战友望着远去
的敌机，说：“这高鼻子飞行员技术差
劲，要是弹投得准一些，咱仨就报销
了。”大家相视而笑。

1953年 5月，朝鲜停战谈判陷入
僵局。为了教训敌人，经上级批准，我
们决定发起夏季反击战，计划攻占 3
个高山阵地，海拔分别为902.8米、973
米、883.7米。

这场仗，不好打。一是地势高耸，
险峻陡峭。二是敌人长期经营，修筑
了坚固的现代化工事。三是敌我阵地
之间隔着山谷，从我方阵地出发，要先
下山、过谷，再攀登敌阵地高山，到达
敌前沿要三四个小时。白天行动，目
标很大，敌人有火力优势，会使我军遭
受重大伤亡；若夜晚行动，到达敌前沿
时已是半夜，再发起进攻、夺得阵地，
天就亮了。来不及改造阵地，没时间
准备打敌反扑，阵地很可能得而复失。

军长张祖谅多次深入前沿调查研
究，根据地形地貌、敌情我情，形成一
个大胆设想：大潜伏。即进攻部队头
天夜晚秘密运动到敌阵地前沿山坡
上，利用地形和树木植被隐蔽起来，等
到第二天晩上发起进攻，达成战斗突
然性，减少伤亡，并争取更多时间巩固
阵地、打敌反扑。

要打掉敌一个加强团防守的阵
地，进攻部队人少了不行，经精确计
算，要潜伏3500多人。无疑冒险性很
大，万一暴露目标，后果不堪设想。经
过反复论证，军党委最后作了决定。
方案报上去，得到兵团代司令员郑维
山首肯，又经过兵团作战会议深入讨
论，一致认为可行。郑司令员最后拍
板：“就这么定了，错了我负责。”张军
长说：“方案是我们提出的，错了我负
责。”郑司令员摆摆手说：“我是兵团司
令，当然我负责。”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
仗。为争取大潜伏的成功，部队进行了
秘密、紧张、细致的准备。我有幸带领
由军文工团和师文工队几个同志组成
的宣传鼓动组来到主攻团，参加了战役
全过程。我们分头来到尖刀连队，在
坑道内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协
同连队作思想动员等多项准备工作。

那天，我参加一个班务会。坑道
墙壁上，挖有一个小洞，里面有罐头盒
制作的小油灯。战士们坐在树棍搭成
的大通铺上。会议议题具体而明确：
怎么保证潜伏中不暴露目标？

发言很热烈，大量问题被提出
来。比如：开进中碰到滚动的石头怎
么办？潜伏中吃饭、喝水、大小便怎么
解决？睡着了打呼噜怎么办？虫子蚂

蚁爬到身上浑身瘙痒怎么办？被冷炮
炸伤怎么办……

“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战士
中何止“三个臭皮匠”啊！针对这些问
题，大家想出许多好办法。团里把大
家的智慧集中起来梳理，然后在相似
地形搞潜伏演练，发现问题再研究改
进。

我们鼓动组把动员内容、潜伏意
义、潜伏纪律、兄弟部队经验、邱少云
事迹及本单位好人好事，编成演唱材
料，带着胡琴、竹笛、呱嗒板到班排演
出。即使只有一两个观众，我们也从
头演到尾，感动得战士热泪盈眶。我
还编了些顺口溜，文工队员汤平用红
蓝复写纸复写后，有的配上漫画，制作
小传单供战士们传阅。

6月9日晩，部队秘密出发进入潜
伏区。3500多人，潜伏在敌人眼皮下
18个小时，敌人竟毫无察觉。潜伏
中，有位名叫张保才的战士被敌人冷
炮炸伤，他一动不动，直到牺牲。

10日晚，夜幕降临，时针指到 8
时，张军长一声令下，我军万炮齐鸣，
敌人山头被扣上火红的帽子。炮火延
伸，我潜伏部队一跃而起，如神兵天
降。40分钟，3个高地全部攻克。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连续3天实行
反扑，在我铁拳阻击下，终因伤亡惨
重，只好作罢。

这次战役，共歼敌 7800余人，改
变了东线防御态势，敌人因无险可守，
被迫后退20余公里，有力促进了开城
停战谈判。我们军受到中国人民志愿
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通令嘉
奖。

7月 28日晚，朝鲜停战协定开始
生效。第二天，硝烟散去，晴空万里。
我和战友们坐着缴获的美军吉普，豪
情满怀从前线返回谷山郡休整。休
整，不是评功摆好，第一课就是举行干
部集训。主题是反对居功自傲情绪，
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对比烈士，检查斗
志。我们就是带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的心态，回国迎接新的任务的。

回眸往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
这所硝烟弥漫的大学校里，我见识和
感受了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不畏
艰难险阻、不畏强大敌人，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将斗争精
神和斗争策略有机融合起来，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
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
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
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
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战
斗
的
青
春

■
毛
文
戎

大型民族歌剧《沂蒙山》第四场中讲
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入冬之后，沂蒙
山区遭到数万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民
伤亡惨重，八路军为掩护百姓安全撤离
而付出巨大代价。女队长夏荷在突围中
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临终之时，她将自
己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给村民海棠。
此后，海棠精心照料夏荷的女儿“小沂
蒙”和自己的儿子“小山子”。后来，在日
寇的再度扫荡中，海棠在撤退时面临无
法同时带走两个孩子的困境，毅然决定
先带“小沂蒙”撤离，让“小山子”独自逃
往树林丛中引开日军，最后惨死在敌人
手下……

在福建省上杭县通贤镇障云村的燕
子塔有一个山窝，当地人将其称作“女儿
窝”。名字的由来，蕴含一个真实的故
事。1935年 2月，障云山区新汀杭游击
纵队进入最艰难的时刻，面对国民党匪
兵的多次疯狂进犯，时任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和乡党支部书记的阙桥书，和红军
战士、部分群众躲在燕子塔的一个山窝
里。不料，他 3岁的女儿因饥饿不停地
啼哭。为了不暴露目标，阙桥书用手死
死捂住女儿的小嘴，直到敌人走远，他才

松开手，可女儿已经窒息而死……后来，
在一次战斗中，阙桥书为掩护群众转移
也英勇牺牲。为了永久纪念苏区的好书
记和他的女儿，当地人将这个小山窝取
名叫“女儿窝”。

延安时期，陕北有首民歌唱道：“瓜
连的蔓子，蔓子连的根。老百姓连的共
产党，共产党连的人民。”在长期的革命
斗争中，到处可见这种“瓜连蔓子蔓连
根”的情景。

记住这个曾经没有名字的“沂蒙母
亲”吧！她出生在沂蒙山区贫穷的王家，
打小没取名。19岁嫁到于家，后来才取
名叫王换于。就是这个差点成为无名氏
的王换于，抗战时期创办托儿所抚养了
好多八路军官兵的子女，最多的时候有
几十个，大的七八岁，小的出生才几天。
她让两个儿媳妇用奶水先喂养烈士遗
孤，“万一咱们的孩子饿死了，还可以再
生，烈士的遗孤如果饿死了，烈士就绝了
后。”就这样，烈士们的孩子保住了，而她
的亲孙子、亲孙女饿死了4个。人说“仁
者寿”，王换于老人高寿，活了101岁。

记住深山那株“最美的映山红”吧！
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人物原
型是井冈山上的女青年聂槐汝。当时，
红军藏在深山里，最缺的是盐。人要吃
盐，50多个伤员需要用盐来清洗伤口。
聂槐汝冒着生命危险把盐用水化开浸在
夹衣里，晾干后穿在身上，通过了敌人的

严密盘查，把盐送到红军手里。就这样，
一次、两次……第五次时被敌人识破，但
她始终不肯说出红军的下落，最后被敌
人残酷杀害，年仅21岁。红军战士深情
地把她称作深山里“最美的映山红”。

人民群众支持共产党和人民子弟兵
倾其所有，而共产党、人民子弟兵关爱人
民群众同样倾注深情。长征中，3名红
军女战士把仅有的一床棉被剪下一半留
给贫困乡亲；抗日战争中，聂荣臻签发

“树叶训令”，严令八路军“宁可饿着肚
子，也不与民争食”；辽沈战役中，解放军
战士住在苹果园里而不摘老百姓一个苹
果……这样的队伍，群众怎能不视为亲
人；这样的子弟兵，群众怎能不鼎力相
助！

“攻战之本，系乎民心。”我们这支由
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
队，这支从南昌炮火硝烟中走来的人民
军队，正是因为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
民，才能一路披荆斩棘、攻坚克险，谱写
出一曲又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战
歌。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说：“在抗日战争
中，尽管我们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
甚至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
里，尽管有许多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
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
里，安全得很啊！”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
墙铁壁”，扎根人民，赢得人民支持，我们
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强敌，永远

立于不败之地。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

强，那么勇敢……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
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
支持着他们？他们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
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
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
以置信的战士的呢……”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面对“人人都是钢铁汉”的红军
战士，画出硕大的问号。毛泽东仅用“除
非”二字就把人民军队的根基所在、血脉
所在、力量所在，解释得一清二楚：“红军
是民众的军队，民众无微不至地支持红
军；除非先消灭爱护红军的民众，否则没
有办法消灭红军……”伟人的声音犹如
黄钟大吕，穿过厚厚的历史帷幕，至今仍
回响在我们耳边。

周恩来曾告诫：“我们是从人民中来
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
下取得的，不能忘本。”一个政党的前途
命运，一支军队的胜败荣辱，归根结底取
决于人心向背。民心的赢得，积之在平
日，失之在俄顷。远离了战火硝烟，党群
之间、军民之间“瓜连蔓子蔓连根”的关
系，不像战时表现得那样直接和明显。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无论我们走得多
远，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人民这个
根都不能断，人民这个本都不能忘。如
此，我们才能把握胜利之本，获得力量之
源，赢得未来战争。

瓜连蔓子蔓连根
■向贤彪

阿里的云，在湛蓝的天空中有一
种无法说出的美。

清晨，远处的山间轻雾缭绕，夹杂
着袅袅炊烟，几顶白色的帐篷若隐若
现。身穿藏袍的老阿妈不慌不忙地做
着家务，年轻的卓玛怀里抱着一只小
羊羔，手拿奶瓶低头喂奶。半山腰，一
群羊悠闲地吃着青草，不时抬头四
顾。此时，天空湛蓝无比，云彩也像小
孩子在捉迷藏一般飘忽不定。

上午的云是一团一团的，有时像
骏马，有时像雄狮，有时像兔子。云的
颜色有深有浅，白中有墨色，墨里带明
亮，层次分明，饱满而圆实。有的浓云
又像一团棉花糖翻卷在天上，感觉随
手就能摘下一块儿。

午后，云聚多了、厚了，就会下
雨。多是雷阵雨，说话间雨就下起来
了，黄豆般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当空砸

下，在地上溅起层层尘土。
战士们在训练场热火朝天地锤炼

杀敌本领，突然一阵猛雷暴雨，没有接
到解散命令，大家并没有畏惧躲藏，片
刻工夫，全身就已湿透。战士们浑然
不顾，整个训练场喊声震天，与雨声交
织在一起。

雨后的高原，天更蓝，山更青，一缕
缕云彩犹如嫦娥舒展的长袖般飘逸。
空气中都是湿漉漉的，夹杂着泥土的香
味，微风轻轻吹过，拂在脸上，十分惬
意。远处牧民种的青稞绿油油的，禾苗
的叶子上挂着一颗颗晶莹的小水珠。
在高原，人们把彩虹叫作水罐，那是只
在雨后才有的景象。在清新的空气里，
在远处还未散去的浓墨色云的衬托下，
水罐是七彩的、斑斓的，对于孩子们来
说，那是一座梦幻的桥。太阳钻出云
层，一道彩虹挂在山川之间，牧童们兴

奋地追逐打闹，边跑边喊“快看哦……”
傍晚，云散去许多，变成一抹彩

霞。此时，夕阳通红，照得云彩绚丽无
比，像少女穿着艳丽的衣裙一样迷
人。爱好生活的摄影师打开相机，或
立、或卧、或爬，时而叹气、时而傻笑、
时而凝神聚气，完全不顾浑身泥土，只
为拍下这美丽的云。

天渐渐黑了，云也悄悄散去，星星
布满夜空。抬头凝望，一条亮带横跨
星空，那是天上的银河，据说也是牛郎
织女相会的地方：就像高原的兵，傻傻
地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深情遥望远方
的她。

阿里的云
■王军贤

没有考究过其他部队，反正在我
原来待过的部队里，大家都把单位称
为“家”。比如，受领了任务进行人员
安排部署时，连长会说哪部分人做好
外出的准备，哪部分人在家留守。领
导们也一样，哪些常委在外，哪些常委
在家。以营为家，官兵是这么说的，也
是这么做的。

如果说营区是官兵的家，那帐篷
就是会行走的家。抢险救灾、野外驻
训、综合演练，官兵走到哪儿，就把帐
篷带到哪儿；帐篷扎在哪儿，官兵吃喝
拉撒就在哪儿；吃喝拉撒在哪儿，哪儿
就是官兵的家。就说野外驻训吧，营
连班排用帐篷解决住宿自不必说，还
要用帐篷搭建指挥所、食堂、文化活动
中心、图书室、军营超市，野外洗澡有
的用淋浴车，也有的搭建淋浴帐篷。

不得不提的是厕所，也是用帐篷搭
建。在荒山野岭，官兵挖了旱厕，用帐
篷罩住，简单实用。有一年在某地进
行综合演习，包括我在内，全师只有两
名女干部参加。到演练场之前，我俩
还在为上厕所的事发愁。没想到，早
就有战士为我俩搭好了厕所帐篷，里
面还铺了一排排松针。一个野战厕
所，居然被细心体贴的基层官兵搭建
得充满艺术气息，实在令人难忘。

班用帐篷好搭，三五个人几下就搭

好了，单兵帐篷更不用说，大帐篷要难
一点，尤其是指挥所、活动中心的帐篷，
要十多个小伙子齐心协力才能搭好。
若组织指挥不当或者缺乏经验，帐篷
不容易撑起来不说，甚至还会砸到人。

帐篷为官兵遮风挡雨，但官兵对
帐篷也不是没有抱怨。滇东某训练
场，气候变化特别快，忽冷忽热，即便
不变天，昼夜温差也超过 20℃。这样
一来，大家对帐篷就又爱又恨了。白
天，烈日当头，虽然帐篷两面也开了两
个纱窗，但里面依然如同蒸笼，根本没
法午睡，战士们不得不把帐篷四围掀
起来透透风。

2012年我所在的部队在此驻训，当
时机关就我一个女干部，享受自己睡一
间帐篷的特殊待遇，但又不好意思把
帐篷掀起来，结果整个驻训期间就没
睡成过午觉。等到了晚上，躲在帐篷
里又冷得不行，睡觉还要加盖棉大衣。

也是这次驻训，有一天赶上了暴
风雨，别的宿舍帐篷四围都有床，稳稳
地压住了帐篷的边，而我的帐篷里面
都是用砖压的，风雨一来，根本压不
住。还好，有两个文化活动箱，我就把
两个箱子搬到床的对角位置，为了压
重，自己也一屁股坐了上去，帐篷才算
没刮跑。慌乱之中，右手背不知蹭到
了哪儿，鲜血直流，留了个疤以作纪
念，倒也不觉得苦，反而有种“我自横
刀向天笑”的豪气。

既然是行走的家，就不能有过多讲
究。基层官兵睡的是大通铺，挤在一
起；机关帐篷里往往中间摆上桌子，架

起电脑，工作和生活就一锅炖了。一锅
炖的日子里，你知道我睡觉时的呼噜有
多响，我清楚你身上的汗味有多重。

等真正驻扎下来，大家进入训练
状态，就一身泥巴一身汗了。山上一
般用水不便，水袋的水永远都不够
用。训练之余，战士们裹着脏兮兮的
迷彩服，蹬着灰头土脸的陆战靴，躲在
帐篷里吹散牛、吃零食、玩 PSP、看电
影、打纸牌。帐篷里随时都会发出哄
笑声，在荒山野岭，别有一种乐观、豪
迈的气概。

哪天嘴馋了，就到附近仅有的几
户老乡家里悄悄买来一大锅土鸡，要
么红烧，要么黄焖，往帐篷中间一摆，
大家围在一起，吃得非常开心。

你如果向官兵打听，愿意野外驻
训还是愿意在常驻地，10个中有 8个
都会选择前者。为什么在荒山野岭，
大家住在简陋的帐篷里反而更开心？
原因有三：一是生活训练简单，没有杂
七杂八的琐事。二是作为整座山头唯
一的主人，大家一起在野外战天斗地，
更加团结，感情更加深厚，相处得更加
愉快。三是活动半径大，漫山遍野都
是训练场不说，今天会有人采了野花
回来，明天还有人用松果做了装饰品，
小乐趣不断。

帐篷好搭，也好拆。哪天要回撤
或者有了新的任务，一声令下，三下五
除二搬家走人，干脆利落。帐篷装了
厢，战士们登了车，一溜车队随山路逶
迤而去，这座热闹了几个月的山头仿
佛从没有人来过。

会行走的家
■伍会娟

踏雪寻梅（中国画） 林 凡作

每一身迷彩 都在疾行
把速度拉满 拉到峰顶
他们的每一步
都承载着无数人的期许
每一次灾难面前
人们都在寻找他们的身影

这一次他们在哪里
在污水中
他们纵身封堵泡泉群
在屋顶上
他们伸手给被困的老人
在大雨里
他们撑伞护送妈妈与孩童
在大堤旁
他们挥动铁锹从天黑到天明

我还看见他们
在桥洞里
筋疲力尽席地而睡
在灰尘里
狼吞虎咽泥沙共饮
在脸庞上
汗如雨下眼神坚定

大灾之前 一马当先
他们从未缺席
当他们再一次筑起迷彩城墙
一定战无不胜
我们庆幸拥有他们
有了他们
才会有岁月静好
国泰民安
永驻和平

边关曲

棉帽
顶上了厚厚的雪
睫毛
挂上了厚厚的霜
他常常把话说给一匹马听
给它说今天的新闻
给它说明天的蔬菜
给它说十年前的故事
给它说十年后的预言

只有它的腿
能够自由地走在这片雪原
即便在零下二十几度
它也从未偷懒
老朋友永远都知道
他什么时候要停下来
只要狂雪遮住了帽檐
它会停留一分钟的时间
让他擦亮覆盖的军徽
以及回望
边境线上一串串深深的蹄印

当迷彩城墙再次筑起
（外一首）

■陈 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