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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2020年 9月的绍兴，秋风拂面，阳
光和煦，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的青瓦白墙
与鳞次栉比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交织
在一起，格外醒目，青白分明，壮观而充
满活力，温馨而沉静优雅；繁华街道上
潮汐般的车流和人流，紧张而有序，一
派江南水乡的现代化和谐景致。

作为绍兴市主办的一年一度的清
廉主题活动“清白泉?诗路清风润越
州”，通过访廉脉、品廉文、听廉戏等多
元化内容，深挖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清廉
元素，激活诗词文学中的清廉因子，持
续擦亮千古传诵的清廉窗口。同时进
行的“清白泉”杯第二届全国青年诗歌
散文大赛简朴又极具特色的颁奖仪式，
把主题活动推向高潮。而由绍兴市纪
检监察干部根据自己经手的案例自编
自演、带着浓浓“廉味”的文艺节目，更
是好评如潮。

把廉政与文化融合在一起，以文化
促进清廉，使之在绍兴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成为推动绍兴廉政建设的一个开
创性的举措。这一切，都与一位军人的
名字分不开，他就是陈灿。

一

上初中的时候，陈灿读到过著名诗
人田间的诗句：“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
人用刺刀杀死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
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些诗句，像
刺刀一样扎在他的心里，他发誓：“如果
有一天真的发生了战争，我要第一个冲
在前面，用刺刀杀死敌人。”

20世纪 70年代末，南疆燃起战
火。那时还在校园里读书的陈灿，给前
线的“解放军叔叔”写过信。后来，他也
穿上军装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来到
部队不久，他真的上了前线。

那一年盛夏，一列闷罐军列一声长
鸣，几天几夜长途行军之后，车门打开，
一个完全陌生的画面展现在陈灿的眼
前——他来到西南边境自卫还击战的
最前沿。诗句是抽象的，而战争是真
实、残酷的。伴随着硝烟的撕心裂肺的
呐喊声、枪声、炮声，连同鲜血、尸体、伤
员，猫耳洞的坚守，夏日雨季的燥热，野
兽、蚊虫的侵袭，等等，一起充塞着那些
日子。

他永远忘不了，那个从阵地上抬下
来、断了一条胳膊的安徽籍战友，用一
只手拉着裤腰带的一端、再用嘴咬住另
一端、低着头系裤腰带的样子，那浓浓
的乡音和淡淡的苦笑，像一支凤阳花鼓
戏的曲调在他的耳边萦绕。他永远忘
不了，那个双目失明的江苏籍战友，坐
在他的面前向他讲述曾经美好时光的
惆怅和幸福，“她那么爱我的眼睛，可炮
弹偏偏把她的所爱夺走”，这伤感的话
语常常在他的耳畔响起。他永远忘不
了，那个从天津特招来的足球队员，被
地雷炸去一条腿之后，整月把足球抱在
怀里睡觉，夜里，被窝里发出的抽泣声
令陈灿的双眼也盈满泪水。

直到有一天，陈灿渴望已久的时刻
到了。在他和战友们迎着炮火的轰鸣
和阵阵嘶喊冲向阵地时，一声铺天盖地
的巨响压过他的头顶，如一只巨手按下
天空的开关，切断了电源。陈灿双眼一
黑，如同快速进了一条黝黑的时间隧
道，急速穿越，接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
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战地医
院的病床上。他用力睁开双眼，面前一

片雪白，而耳朵里、意识中仍是经久不
息的爆炸声。

陈灿身负重伤。右腿断裂并伴粉
碎性骨折，需立即施行大手术，否则就
得截肢。为了保住右腿，手术时，需要
从他身体的一个部位取下骨组织，植入
创伤处……先后 3次大手术，卧床 700
余天，陈灿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坚韧，
战胜了手术中和手术后各种各样的险
情，保住了大腿，也成为一名荣立战功
的六级伤残军人。

二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住进医院的病
房，700多天的病榻生活，对于一个渴
望建功立业、血气方刚的年轻战士来
说，并不是一种享受。田间的诗句，总
是敲打着陈灿的耳膜，当初立下的誓言
还没有等兑现，就下了战场。还有，怎
么向当初敲锣打鼓送自己入伍的父老
乡亲交代？他在寂寞中数着日子消磨
时光，前方的每一次战果，都如同一剂
强心针，令他激奋、疯狂、失态，然后又
陷入无尽的沮丧和自责之中。他一遍
遍地问自己，难道就这样拖着残疾的身
躯度过余生？他甚至渴望“一颗子弹从
自己正在冲杀的正面射进自己的胸膛，
而不是背后，把自己连同挚爱的诗句一
起埋葬”。

然而，一个真正的战士是不可能被
轻易击倒的，即便是倒下了，翻几个滚，
又会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姿势站起
来。人倒下了，精神屹立着。陈灿决
定，必须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填补这
种寂寞，汲取富有营养的精神力量，支
撑起自己的身躯和灵魂。于是，一连串
来自昨天却依然闪耀着光泽的名字，像
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里一一闪过——
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张海迪、贝多芬、
史光柱……

陈灿决定重新拿起笔来，再度走入
他憧憬已久的诗歌王国，在韵律和意象
的海洋中遨游，用心灵的双手抚摸渐渐
远去的声音，全身心地靠近那永远也拂
不去的枪声、炮声、厮杀声，以及嘹亮的
军号声、报数声、口令声和晚点名，让这
一切都变成冲锋号，令他向艺术的高地
发起新的冲锋。

特殊的人生阅历、浩瀚的阅读量、
对诗歌的超常热爱、持续不断的激情，
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天赋，化为一行行滚
烫的、带着浓浓兵味和刺鼻硝烟味的铿
锵诗句：《出征酒》《老山魂》《蒙自》《床》
《这样一群人》《故乡在喊我》《我独自走
在怀念里》《腿》《那天去看阅兵》《双拐》
《子弹都是肉做的》《母亲，是我把你送
上手术台》《把诗歌放进一条江里》……
这些脍炙人口的诗作，在中国南方一所
医院的病床上，从一个战残的中国士兵
的心中，奔腾而出，一发而不可收。这
些诗作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陈灿的身体
被固定在病榻上、手脚不能活动时，由
他口述、请护士一字一句记下来的。陈
灿把对生命的渴望、向往和全部的关
注，都凝聚到诗歌上，用生动而美丽的
诗句来驱赶那钻心的疼痛、无名的焦
躁、无边的寂寞，这是一种不同于战场
上与敌人真刀真枪拼杀、但同样是你死
我活的生死较量。它是寂静的、无声
的，却又是血肉模糊的、撕心裂肺的撕
扯，大喜、大悲的起伏，是灵魂深处自己
和自己的博弈，一种比战场上更残酷的
拼杀。

曾经渴望一颗子弹成全自己的陈
灿，用或刚强或婉约的诗句，冲出寂寥
空虚、压抑乃至绝望的包抄，成功突围，
冲上精神的高地，走向属于自己的崭新

天地。
著名作家李存葆在读了陈灿的诗

集《士兵花名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
在《解放军报》为这部诗集撰文说：“《士
兵花名册》是迄今为止，在我对新诗有
限的阅读中，我所能读到的一个参加过
战争的士兵所创作的、关于那场战争的
最让人怦然心动的一部诗集。读陈灿
的作品，没有当今诗坛存在的浮华与虚
假，更可贵的是，从他前后跨越30余年
的诗作中，几乎每一首都包含着一个军
人的至深大爱、家国情怀……如果说，
我那部作品《高山下的花环》是我当年
作为小说家用小说的形式献给那些牺
牲战友的话，那么，我认为陈灿的这部
诗集《士兵花名册》是继小说、影视等文
学艺术形式之后，一位亲历过战争的战
士诗人，献给与他一同出生入死战友的
一份诗的花环。”

三

中国的诗坛，又升起了一颗灿烂的
星星。此时，陈灿已经过浙江大学中文
系的系统学习，毕业后转业到浙江省委
机关工作。

调任纪检监察工作岗位之后，陈灿
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看到不
少党培养多年的干部经不起金钱和女
色的诱惑，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他
在思索，为什么面对党纪国法的威严和
震慑、反面教材的警示和参照，依然有
那么多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能不能
从不想腐的角度、从根源上、从人的思
想意识上彻底解决腐败的问题，斩草除
根？陈灿脑子里突然蹦出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化方面的一系列讲话。文化的
作用巨大，也一定能成为反腐倡廉的工
具乃至武器，应该探索和尝试文化与纪
检工作的结合，借助优秀的传统文化尤
其是清廉的成分来扬廉祛腐。

2019年1月，在纪检监察岗位上历
练多年的陈灿，来到绍兴工作，担任绍
兴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在绍兴这片文化资源十分丰厚、文
化符号俯拾皆是的土地上，陈灿如鱼得
水，挽起了袖子，如同当年出征攻克高
地一样，以冲锋的姿势，向新的目标进
行又一轮的冲刺。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密集而深入的
调研。陈灿走在绍兴的街头巷尾、乡间
田陌，别人看到的是普通的砖瓦和泥
土，陈灿的眼里却都是诗句、是丰沃的
文化。千百年来，古越大地廉脉源远流
长，清气长盛不衰，流传着“天下为公”
的大禹、“一钱太守”刘宠、“百代师表”
范仲淹、“清官第一”甄完等一大批清官
廉吏的动人故事，传唱着陆游的“孝悌
行于家，忠信著于乡”，王冕的“只留清
气满乾坤”，王阳明的“致良知”“吾心光
明”等至理格言。近代以来更是涌现出
以“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周
恩来，“人世楷模”蔡元培等为代表的一
大批清廉典范，他们的崇高品格、伟大
风范，涵养浸润着一代代越地儿女，形
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清廉文化。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任
越州知府时，在绍兴府山南麓，于蔓密
深丛间发现一眼特殊的泉，使人清理后
取名“清白泉”，并以“清白而有德义，可
为官师之规”为主旨，写下了著名的《清
白堂记》。越州是范仲淹被贬斥之地，
然而，他信念不改，将清白泉看作廉直
美好品行的象征，倡导居官要清白廉
洁、勤政为民、克己奉公，这与他的名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思想一脉相承。

“这就是绍兴的廉脉所在呀！”那一

天，陈灿在清白泉前驻足良久，脱口而
出。随后，几十个不眠之夜过去，陈灿
带领部属把所能找出和挖掘的廉政文
化资源一一梳理、整合，结合绍兴市工
作的实际情况，在前几年工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出清廉绍兴建设中关于

“五廉并举”推进绍兴清廉文化建设一
揽子方案：梳廉脉、编廉文、演廉戏、铺
廉路、建廉馆。这个既有创意又极符合
绍兴实际的工作思路，得到市委书记马
卫光的充分认可，马书记说：“这是我很
早就想到并想做的事，这项工作宜早不
宜迟，我全力支持你，有什么困难可以
找我。”

“五廉”的创建，每一件都不容易，
特别是“建廉馆”，在寸土寸金遍地古迹
的越州绍兴，想在一寸地皮上动土都须
慎之又慎，高昂的地价且不说，万一破
坏了哪一个文化符号，就是犯罪呀。陈
灿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烈日下，马书记
现场办公定下“绍兴清廉文化展示馆”
选址，并当场向几个部门的同志部署下
步工作的情景。陈灿和他的团队没有
让市委市政府失望，在实际施工不到7
个月的时间里，一座4层半高的旧办公
楼即改造成从外观到内部展陈都让人
啧啧称赞、连连称奇的清廉馆！

四

难得的几个法定假日，陈灿自参战
回来先后 3次重返南疆前线。最近一
次，他还带着儿子来到那片梯田般的长
眠着战友们的烈士陵墓，那排列整齐的
坟茔多像一行行滴血的诗句呀，那墓碑
上的名字和照片多像连长手上的“士兵
花名册”呀！面对墓碑上那一张张年轻
甚至有些稚嫩的面孔，他能感受到他们
的呼吸，他能听到他们在讲话。他伸出
双手抚摸墓碑，似乎在抚摸着一串串来
自祖国天南地北的方言。他也能看到，
那一个个士兵从连长的花名册里面出
列，迎着枪林弹雨和炮火硝烟，冲向高
地雷区和茫茫山林，渐渐消失在那片红
土地，成为共和国版图上最壮烈的一部
分。

陈灿说：“如果说我和战友们昨天
保卫的是祖国的疆土不受外敌侵占，那
么今天我所做的则是保卫我们的政权
大厦永远耸立，红色江山不变颜色。这
是一个工作的两个部分，异曲同工，是相
同的。”这就是曾经在祖国的边境线上保
卫国家安宁的边防卫士、今天仍然战斗
在纪检监察战线上捍卫党纪国法尊严
的一位党的忠诚卫士！正如他在一首
题为《床》的诗中所写的那样：“至今没有
以躺的姿势/向祖国伸手/依然用忠诚
的骨骼/支撑着一名卫士的职责……”

1991年，陈灿参加《西湖》杂志举
办的全国散文大赛，其获奖作品《受伤
的船》开头这样写道：“我总觉得自己
不是用笔在写诗，提起这支殷红的笔，
仿佛是握着战友那滴血的手臂。青春
的岁月像条河，河流就是行军的道路，
我要奋力划着这条受伤的船，把美丽的
青春运送到远方，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陈灿在绍兴的创举，其实，也是在
写一首诗，是一个军人饱蘸青春热血奋
笔写下了一首诗，一首把初心与使命牢
牢焊在一起、奋斗不息的诗，充满了诗
情画意，显示着新时代的铿锵韵律，令
人回味无穷、荡气回肠。这首陈灿从
部队就开始写的长诗，在绍兴这里画
上了一个惊叹号，但他还要继续写下
去，海纳百川，让这首长诗汇入共和国
伟大复兴的雄浑史诗中，托起中国这
艘巨轮，按照既定的时间表，抵达胜利
的彼岸。

忠诚的骨骼
■刘业勇

这里没有堆积冗杂的过去，也没有
缀记迷茫的未来，如何品读都如同一杯
白水，食之无味、弃之无碍。你可以揉
皱它、折叠它、撕碎它……不论你如何
对待这平平无奇的纸张，只要在某个无
意的时刻拾起它、展平它，它都白洁如
旧。

若愿意，你可以尽情书写下此时
此刻心中所想。这白纸因你的到来拥
有崭新字节，因你的笔墨渐拥缤纷色
彩。

遗憾的是，人生的白纸无法修改，
一切的一切一旦落笔就无法抹除，岁月
的痕迹永远留在上面，请务必规划好每

一步。
人生，就像一张白纸，从出生的那

一刻起我们就成了画师。你足够优秀，
不需要别人的笔墨为你添彩，命运的画
笔应当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等待着我们
去描绘、去谱写。

你要学会思考。这世界上答案是
普遍存在的，不是缺少智慧，而是缺少
思考。如何通过一种普通的事物去表
明一种观点，或者是阐述一种现象，或
者是引发某种遐想。不能太过固执。
很多时候，人们都太过固执于一件事，
认定了就不会再改变，而往往就是这
样，使得我们的想象力被禁锢，使得我

们的创造力被束缚，于是，在这页白纸
上，我们所能勾勒出的东西是那么有限
而且单调。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
对待一件事情，尽量试着多角度地去看
待它、多方位地去思考它，那样我们会
收获更多。

前行坎坷，唯有坚持。你不知道明
天和意外哪个先一步到来，白纸会出现
黑点，征途会遇到困难。或者笔尖戳破
了白纸，或者跌倒在了前行路上。你不
能因此放弃，更多的是学会坚持，不用
轰轰烈烈，但要淡雅随心。只要坚定地
走在路上，总有一天你会见到初升的太
阳、闻到沁人的花香。

笔是用过的笔，世界是昨天的世
界，而你是一张崭新的白纸。不必听取
他人的看法，不用在意前人的告诫，好
奇就去摸索，喜欢就去追求，带着心向
既定目标的执着，带着坚忍不拔的意
志。

随时随地把自己当作一张白纸吧，
免受过往的牵连，不拘周遭的羁绊，不
畏未来的迷惘，一切色彩任你涂绘。

你是一张崭新的白纸
■傅公麟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对于刚
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关
乎国运的战争。对于参与其中的将士而
言，这是一次用生命捍卫祖国尊严的如
虹征途。

1950年12月，21军抽调战斗英雄和
战斗骨干组成抗美援朝先遣团，准备入
朝作战。莫昌富担任先遣团代理团长。
军里为先遣团做了所有必要的装备配
备，特别是冬装，都是全新的。经过动
员，全体出征将士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不过，前线战斗的惨烈以及对异国环境
的陌生，还是对部队形成了一股无形的
压力。坚定的革命战士没有一个人动摇
后退，但是气氛非常沉重。

或许是有意要缓解部队的紧张情
绪，师里要求莫昌富同志必须在出征前
完成婚事。莫昌富的对象是 1949年从
台州黄岩入伍的何苏。举办婚礼那天，
师政治部门专门组织人员布置了新房，
非常简朴但很喜气。21军军长兼军政
委滕海清亲自登门祝贺，气氛非常热
闹。何苏很感动，感觉自己好像嫁到了
21军这个革命队伍的大家庭。

1951年 1月 27日，21军为先遣团举
行了隆重的出征大会。同日，先遣团的
干部和留驻干部在当地的一个照相馆拍
了一张出征前的合影。在拍照时，大家
神情凝重，有股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

28日，先遣团指战员乘坐军用闷罐
车出发，一路向北开进。此时，这支团队
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9兵团暂编 2
团。到达丹东时，换乘一段火车和军车
直接前往 20军在朝鲜应担负的二线防
御阵地。

条件非常艰苦，坑道里阴冷潮湿，经
常冻得头脑失去意识，但是暂编 2团全
体指战员都是尽最大的力量保持高昂斗
志，进行警戒巡逻，并随时听令投入战
斗。莫昌富团长和何苏同志发扬团结友
爱的精神，在坑道里睡觉时，把带来的唯
一一条毛毯让给了从 20军调入的团政
委项远。由此，莫昌富还落下一个风湿
病的病根。

在第4次战役的第3阶段，暂编2团
加入20军序列，番号改为20军58师174
团。

1952年11月，21军接到入朝作战预
先号令，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陆军第
21军。各师团部队在严格保密的情况
下，于 1953年 2月下旬至 3月初紧张有
序地出发向北开拔。3月 2日晚上，183
团 2营从江苏省太仓登车。3月 3日中
午，列车从安徽省滁县经过，因为车要上
水、上煤，在滁县车站停的时间较长。期
间，183团2营卫生员周荣兴突然看见自
己的胞妹周荣林在登车，便告诉战友韩
环昌、张士笙说：“对面站台上那个穿蓝
衣服的，是我妹妹。”他俩让周荣兴喊妹
妹的名字。周荣兴却说：“那怎么行！”部
队的纪律、保密的需要，只能使周荣兴带
着目睹亲人而不能告别的复杂心情，离
开故乡，踏上战争的征途。

1953年 6月 23日，部队奉命进入东
线。7月5日，61师加强185团接替了60
军北汉江至鱼隐山段的防务，担负鱼隐
山至文登里段防务的 33师也由 21军负
责指挥。“联合国军”部队发现21军换防
后，内部电台传播“共军最剽悍的 61师
上来了”。他们想趁我立足未稳，刹刹这
支“剽悍之师”的威风，当晚对938.2高地
到 890.2高地之间的我防御阵地发起攻
击。我军迅速投入战斗，金城反击战打
响。我 181团和 183团不愧为“金刚钻
团”和“钢铁团”，英勇的指战员奋起反
击，以猛烈的火力和阵前出击将敌击退，
一个轮次的反突击就毙伤敌300余人。

随着战事的进行，战斗越来越惨
烈。一天，183团2营营长吴枫让卫生员
给一位由侦察员从前沿背回来的烈士用

白布包好，再让担架员送到后方陵园安
葬。卫生员上前一看，牺牲的是团侦通
工连（编侦察、通信、工兵共3个排）侦察
班班长，被敌人的炮弹炸掉了一条腿，炸
飞了脑袋。侦察员背回来的是没有头
颅、没有右腿的遗体。卫生员为这位侦
察班长一边包扎，一边流泪。

金城反击战结束后，清理战场时，
183团在一个被敌人轰炸而堵塞的坑道
里，发现有 5名战士闷死在里面。他们
像雕塑一样，神情肃穆。战友们含着眼
泪，把英雄的遗体运出坑道，安葬在山坡
上。

183团在金城反击战中牺牲的人
数，是21军在此场战役中牺牲总人数的
41%。这些烈士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
姓名，高山为之低头，翠柏为之哭泣。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21军官兵与以
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直接交战，参加
了第4、第5次战役和金城反击战。金城
反击战是志愿军发动的一次最大规模的
进攻战。此战，共歼敌7.8万人，迫使“联
合国军”停止了战争。61师有幸成为参
加终止战争、画上时代句号的部队之
一。之后，1953年 7月 27日，“联合国
军”总司令、美军上将克拉克在《朝鲜停
战协定》上签上了他的名字。他说：“我
是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协定上签
字的美国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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