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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这五年·强军记忆

翔 (中国画) 朱凯旋作

半个世纪前，八百里秦川丰茂繁盛

的庄稼地里有一茬棉花。秋季收摘下来

的棉花用推车集中到镇上时，镇南边略

高些的场地上便堆积着白生生的小山似

的棉花垛，与天边那雪白的云朵里外衬

托，简直分不出个界限。棉垛山积，这是

庄稼人辛勤汗水凝结成的一桩财富。

“云生结海楼”，天际的“海楼”只是

浮现于空际，而人类创造的财富则属于

实实在在的奇迹，渐渐地积累形成之后，

则以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势力君临尘世，

介入社会生活。

当今城市繁华，银行剧增，金钱在闹

市里大显身手，标志着人们确实是摘下

了“一穷二白”的帽子，富起来了。金钱

自诞生之日起，就特别注重生存环境。

“一分钱一分货”，市场交易原则是很细

致、很具体的。在闹市里无孔不入的金

钱，假如脱离开城市而进入旷漠，面对的

是饥渴至极限的旅人，要论其实用价值，

一根金条可就抵不上一根萝卜了。

商店经营热衷于利润创收，个别恋钱

过甚者，更易于暴露出襟怀的狭隘与龌

龊，市场上常见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关

节争执吵闹，很快就揭示出人们灵魂里隐

伏着的卑鄙与下劣。

巨额财富所象征着的愉悦、幸福是

抽象肤浅的，为人生所带来的羁绊与陷

阱，深潜、隐蔽，却是难于觉察的。贪婪

是人性里的痼疾、恶疾，而财富乃贪婪之

源。财富的多寡与是否知足无缘，却老

鼠打洞似的能够扩充贪欲。常见的是，

财富愈多者贪欲愈盛，“欲壑难填”的隐

秘心态，如影随形，从来是紧贴于富人身

边的。

莎士比亚说过：“把金钱当上帝，

金钱就会像魔鬼一样来整治你。”腰缠

万贯者，与其说是占有着财富，不如说

是财富掳抱、俘虏了他。金钱不动声

色，却是成功地将自以为是主人公转化

成它膝下的奴隶，使正常人不知不

觉 地 迷 失 本 性 ——原本实诚的勤奋

者，在积聚的财富里会变得自负、乖

僻、不近人情；本来有理想、有朝气

者，会变得不信前景与未来，也不信人

性有善恶；起初有志向、有毅力者，很

快就会懒惰、瘫痪下来，有点像果实里

不想蠕动的蛀虫。什么叫奴隶？上述贤

者损其志、愚人益其过的种种现象，不

都是贴耳顺从的奴隶标记吗？

有人认为财富之诱惑一旦深入人

心，即刻会转化为“毒品”。此言一针见

血，智者便由此得出结论：人们立身处世

的正确态度，应当视钱财如粪土。城市

是商业与市场的云集之所，传统农耕型

的质朴、诚实、勤谨之类的品格，很难立

足，只会被逐渐地熔化、销蚀，在这个市

场经济的体制环境里，要人们视金钱如

粪土，是有些“难于上青天”了。

我们正在全面地建成小康社会，上

面说的富人容易变成金钱的奴隶，那

么，对于一般钱财有限的工薪族，劳动

者，要不要警惕金钱诱惑所造成的毒性

呢？要，而且非常必要！俗话说“一碗

饭养个恩人，一斗米养个仇人”，其间就

隐喻着人性里的一个重要谜底。究其原

因，是穷困者一旦染指金钱，也就不可

避免的会感染上“贪欲”的病毒。现在

被拿下的大老虎，他们都是对财富失去

警觉，直接被金钱拉下水的，这就说

明，钱财所携的病毒是相当厉害的，也

可谓是另一种“糖衣炮弹”。

人们在市场上追求物美价廉，大包

小包地往回提溜，却是很少留意钱财长

期以来所构建成的三层“楼台”：

第一层楼台是基础：以正当的方式

创造财富。

“勤劳致富”属于基本常识，也是人

生于世必须遵循的一条铁则。爱财失度

者，易于脱离常轨而趋向于“贪”，对此要

身体力行并坚守不渝，颇有难度。市面

上经商，百年老店稀罕，大多数商店更迭

迅速，门庭常换，很快就关门打烊，起因

就是急着赚钱而“宰人”造成的。第一层

是基础工程，不易夯实。

第二层：是慎重、合理地使用钱财。

小康社会，普通人家量入为出，精打

细算，安居乐业打发日月，大体上都是这

样坚持的。不知何故，或许是钱财易于

转化成“毒品”吧，财大气粗者“吸毒成

瘾”，倒是容易堕入魔道，要么悭吝、啬

皮，要么就是浪费、挥霍，合理使用钱财

的难度系数，在他们可就很麻烦了。

第三层:慷慨地运用财富以济世。

这是“手可摘星辰”的高等境界，超

越凡俗，可望而难及。

天下富人本来就是少数，能够进入

这等境界者更是屈指可数。培根说过：

“金钱好比粪肥，只有撒到大地才是有用

之物。”这话说得多到位啊！问题是，知

易行难，即就是哲学家，说得好未必就能

够做得到——培根自己到了晚年，就因

为受贿而犯下渎职罪，在伦敦塔中被幽

禁了两个月。

和平岁月里，为生计而辛劳、为守财

而担心的人有的是；藐视钱财，真能视钱

财如粪土者，生活中到底能有多少人

呢？念想及此，我突然回忆起前些年了：

我国正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当个别地

方突发自然灾变，一地有难，五湖四海当

即涌现慷慨捐款、帮困扶危的热潮时，我

这心底是热乎乎的……天地人心，道义

情怀，每当紧要、关键时刻，人民群众还

是牢牢地把握着主宰着天下财富的。

至于目下史无前例的反腐倡廉，也

是围绕着社会财富进行的，雷厉风行，大

快人心，是谓“大道低回”。

云生结海楼
■杨闻宇

“我爱祖国,我爱边疆,富饶的巴尔
鲁克山下是我放牧的地方，辽阔的塔斯
提河岸边是我战斗的地方……”驻守在
中哈边境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
“孙龙珍民兵班”战士赵雪莹，深情地唱
起了这首女子民兵班班歌。

女子民兵班是 1962 年 成立的。
1969年 6月 10日，面对敌方挑衅，战士
孙龙珍不顾身孕，营救战友，不幸牺牲，
年仅 29岁。兵团党委追认她为共产党
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授予她“革命烈
士”称号。2002年通过勘界确权，当年
塔斯提河以西有争议的 490 平方公里
土地重新回到了祖国怀抱。1992 年 6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军区正式
将女子民兵班命名为“孙龙珍民兵班”，
这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一支履行屯垦
戍边使命、实行军事化管理、成建制的
女子民兵班。55年来，民兵班荣获“全
国先进女职工集体”“全国三八红旗集
体”“全国边海防工作先进集体”等荣
誉。

边境线巴尔鲁克山上有一座塔斯
提边防连前哨，那年锡伯族战士程富胜
探亲回家，母亲听说哨所连棵树都没
有，就让他带上家乡的 10棵杨树苗回
来栽种。塔斯提干旱缺水，虽然哨所官
兵万般呵护，最后仅有一棵树苗得以存
活，长成大树。1980年，词作家梁上泉
来到这里，听到这个故事后激动不已，
歌曲《小白杨》由此诞生。随着《小白
杨》唱响神州大地，哨所也被命名为“小
白杨哨所”。

女民兵每星期轮流与哨所战士结
伴巡逻，往昔巡逻是骑马或靠双脚前
行，凭借瞭望塔、望远镜和肉眼观察。
如今不但修建了通畅的公路，架设的各
种通信联络、视频定位设施，科技含量
也很高，开车在边境线上巡逻，速度快、
信息灵、效率高，女子民兵班的姑娘个
个都是驾驶能手，再复杂的路况她们也
能从容驾驭。然而，茫茫边境线点多路
长，巡逻到边界界碑，每次都要好几个
小时。漠风和沙尘吹打着姑娘们的脸
庞，时间一长，脸蛋粗糙，面颊黑红，但
爱美的姑娘呀，没有伤心，她们欣然接
受了边陲的馈赠，打趣说这才是草原最
健康的肤色。

服役来到女子民兵班，从家里的娇
娇女到合格戍边战士，必然要历经一番
风霜。刚来的新兵，要面对和正规部队
新兵一样的思想教育、队列和体能训
练，实弹射击、投弹等军事课目训练。
2015年 6月，6个新兵上山到民兵班报
到，汽车一路颠簸了好几个小时，看到
满山牛羊和连绵的绿草，感到十分激动
新奇。杨千惠是兵团人的第三代，入班
前在天津当室内设计师，每月工资一万
多元。她说，自己不留恋繁华都市，毅
然决然回到兵团，是因为这里是自己的
故土，祖父母、父母都在这里，守卫家乡
守卫边疆无上光荣。

现在的女子民兵班不但有设计师，
有的还曾当过会计师、公务员、公司主
管……但现在，她们只有一个称谓：女
民兵。除了戍边巡逻，她们还管理着连
队 230 亩山楂树，她们种的大棚蔬菜，
解决了整个连队的吃菜难题。姑娘们
第一次管理大棚，才知道种菜要打埂
子，辣椒、西红柿长大了要搭架子，才知
道小白菜、油麦菜种密了要剔苗，不同
的瓜菜在一起会串种……当种出的瓜
果蔬菜第一次收获的时候，每个人都高
兴得像过节一样。班里每周都有固定
食谱，大家轮流值班做饭，很多女孩在
家时从来没做过饭，现在却都成了厨艺
高手，蒸馍、擀面条、做抓饭、炖羊肉、酿
酸奶，每人都有几手绝活。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依托
自然条件和口岸优势，近几年巴尔鲁克
山地区旅游业迅速升温，专程到小白杨
哨所和孙龙珍烈士陈列馆参观的游客
也逐年增多。女子民兵班每位战士都
兼任着孙龙珍烈士陈列馆的讲解员，她
们每年要为 10余万游客义务解说。战
士赵雪莹说，今年“五一”期间游客很
多，那几天几乎全班战友的嗓子都讲哑
了，但能够为宣扬“热爱军垦、扎根边
疆、牢记使命、献身国防”的龙珍精神多
尽一分力，大家虽累犹甜。

那是一次境外大火扑入境内，宽达
8公里的火带威胁着边境安全，班长陈
淑兰率女子民兵班紧急奔赴火场，忍受
着熊熊烈火炙烤，挖防火沟，扑打烈火，
经过三天两夜连续扑救，终于降服了火
魔。看到女子民兵班现在的面貌，专程
回到民兵班讲传统的陈淑兰动情地说：
“我们那时候没有粮食自己种，没有牲
畜人拉犁，每天劳动长达十几个小时，
完全得益于孙龙珍精神的激励，现在这
些 90后孩子,能在山沟里待得住已经不
容易了,没想到在她们身上还能看见我
们年轻时的影子。”

在九师，有位叫魏德友的传奇老
人。1964 年 4月，24 岁的魏德友与集
体转业的战友们一起，唱着《毛主席的
战士最听党的话》，来到镇守萨尔布拉
克边关的九师一六一团二连，在这里
构筑了长达 20公里的移动界碑，用青
春和生命守护着边境的安宁。50多年
过去，他仍然和老伴坚守在边境线
上。这些年，女子民兵班的姑娘怀着
崇敬的心情，一次次来到萨尔布拉克
草原 173号界碑东南 5公里处，来到魏
爷爷的家，与两位老人一起交谈，和老
人一起放牧巡边，听他们讲从前的戍
边故事。2016 年夏天，魏德友老人被
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姑
娘们为生活在魏爷爷这个楷模身边而
感到无比骄傲，也从老人身上感受到
了信仰的力量。魏德友老人的房前屋
后，站立着女子民兵班姑娘种下的排
排小白杨，正在阳光下茁壮成长，成为
抵御风雪的屏障。边疆女民兵，当代
花木兰。

边
疆
花
木
兰

■
丁
小
炜

山有山的风骨,水有水的力量,年轻
的孺子牛啊,我们有我们的荣光!何必计
较得失,前方路还很长,巍巍百里斋堂川,
生养了今天幸福的时光。山有山的坦
荡，水有水的脊梁，忙碌的孺子牛啊，我
们有我们的担当！扶贫济困，灾后支援，
京西古老厚重的土地上，舒展了多少愁
眉的脸庞。山有山的温情，水有水的刚
强，奔波的孺子牛啊，我们有我们的柔
肠！悲伤的眼神，无助的童年，全都被融
化，枯萎的花朵，竟然开出了春天的模
样。山有山的向往，水有水的珍藏，平凡
的孺子牛啊，我们有我们的诗行！哪怕
青春不在，何惧雨雪风霜，捧出一颗爱民
的初心，胜过它繁花似锦梦一场。山有
山的梦想，水有水的光芒，执着的孺子牛
啊，我们有我们的方向！筑牢民生网底，
依法精确保障，爱民为民，使命荣光。

既然人民给了我们飞翔的翅膀，我
们就要用翅膀，托举人民的安康……

古街

一条古街，行走千年，一炉窑火，千年
不灭。我用一个夏天的思索，叩开你谜一
样的面纱，端详，红盖头下你的模样。

从踏进村口开始，从嗅到皇家气息
一刻，我们看见一个个草根兄弟。目光
深邃，从历史皱褶深处走来，步履匆匆，
向古街深处走去。数百年的皇家威严。
惊艳世界的华夏文明。就是你们，用那

一双粗糙的手，工匠的心，在通红通红的
炉膛里，烧造出来。

琉璃渠啊，你有讲不完的故事，唱不
完的歌谣，数不清的瓦片，写不完的传
奇，更如梦一般的神秘。棵棵古槐，排排
老宅，诱人的炸糕，淳朴的乡亲，在千百
年的轮回中。你用刚毅为经，勤劳为纬，
编织着辉煌，抚平着创伤，见证着沧桑，
收获着希望。你因皇家兴盛而兴盛，更
从涅槃磨难中新生，日寇铁蹄都不曾让
你屈服，滔滔永定河记下了你的忠贞。
你用永不服输的劲头，守望着一方青山
绿水，携街坊四邻，用低碳赢得生态，用
古街唤起乡愁，描绘着新时期的美丽乡
村，树起一面旗帜。

使命荣光（外一章）

■陈 永 刘文勇

国庆长假,我回沂蒙老区省亲。我
岳父、岳母都是八十多岁的老党员，清
晨，他们在得意地聊天。
“今天是国庆节，再过几天是中秋

节，接着党中央要开十九大，党和国家真
是喜事连连呀！”“这五年国事、家事真是
喜事成串，今后百姓的日子肯定越来越
甜”。

我说：“党和国家有‘两个一百年’的
奋斗目标，你们先向 100岁努力吧”。“我
们赶上了好时代，就得好好活，安享晚
年，不负天光。”

是啊，我们每天睁开眼就会看到天，
望见云，都会关注或询问：“今天天气如
何？”天气就是天光云影的气象变幻。“仰
则观象于天”，是缘于云气聚散所反映出
的日月星辰的意象变化。清晨，灿烂的
阳光穿越云层，普照苍茫的大地，气象万
千；透过红润的十指，轻轻抚摸我们的身
体、温暖我们的心灵。这些年，大气污染
严重，蓝天白云减少，人们见到湛蓝的天
空兴奋不已，许多人在微信朋友圈转发
蓝天白云的图片。
《庄子》曰：“宇泰定者，发乎天光”。

天光指日光、天空的光辉。朱熹“半亩方
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范仲淹在
《岳阳楼记》中描绘“上下天光，一碧万
顷”。中国书法中的飞白和中国山水画
中的留白，追求天光幻变的艺术效果和
刚柔相济、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拓展遐
想的空间。天光也溶入我们的日常生
活，如天光盐、天光玻璃、天光镜、天光
巷、天光所等。

天光来自太阳。太阳的光芒永不停
息地照耀地球。太阳形成的天光如喷涌
而下的激流，给世界带来巨大能量。能
量被地球吸纳，就风起云涌、风雨雷电，
被吸纳转化，大地就孕育蓬勃万物和绿
色生命，小草生长，鸟儿欢唱，庄稼丰
收。通过食物流入我们的血液和大脑，
滋养人类思考能力、学习本领、文化基因
和文明沃土。

天光开启每一天。南方有“天光
墟”的民间集市。清晨以老年人为主，
也有抱着猎奇心的游客和早起的年轻
人购物、淘宝。在北方，许多人口聚居
区都有早市，主要是在晨曦中买卖新鲜
蔬菜水果和各类早餐。互相招呼着:
“你看外面的天气多好!”“来早市逛
逛！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也活动活动筋
骨？”长时间加班熬夜、会昏头昏脑，迎
着朝霞走进户外，享受阳光恩惠，顿感
神清气爽，精神抖擞，天光赐予人们旺
盛的阳气。

天光伴随四季轮回。春天唤醒绿
色，春雨从容和率真地哺育生命的风景，
系着红领巾的孩童们迎接朝阳，挥洒着

笑声奔跑追逐；夏天光照时间长、高温多
雨，乡村流萤、城市霓虹和满天星光；秋
天天高气爽、瓜果飘香，银杏金黄、枫叶
火红，田野闪动成熟色泽；冬天寒意肃
杀、阳光更加珍贵，“不经一番寒彻骨，怎
得梅花扑鼻香”。我更喜欢月朗星稀、秋
高气爽的时刻，放眼高空，看蓝天之上白
云飞舞，那是一份静淡雅致的享受，心绪
淡泊而高远。

不同位置和途径感知天光，既会感
到“近”，又似乎“远”。乘飞机在天上看
和脚踏大地看，景象和感受天壤之别。
人到人生高处，往往浮云遮望眼。站在
大地上看天光，能看清苍天的高远和胸
怀。明代洪应明《菜根谭》有对联曰：“宠
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
天上云卷云舒”。看天光云影，能测阴晴
雨雪，但难逾目力所及；打开电视，可知
全球天气，却少了静观云卷云舒的乐
趣。揣摩良久，不同时代、不同手段和不
同心情感知自然，结论自然大相径庭。
现代社会，人们负荷超重，在财富快速积
累的同时，暴涨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
态。欲望诱惑皆为过程或幻影，淡泊名

利终可达观纯粹，彰显崇高与神圣。凝
望清晨或黄昏天边那一抹血色霞光，方
可释然万种心境。

宇宙浩瀚，阳光照耀人类共生共存
的这个地球。天光，盈满天宇、无边无
际、无始无终，倾听大地呼唤，呼应万物
心律，赐予我们温度与光景……我们每
个人都公平自由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上，没有贵贱之分，也无高低之别。无论
你地位显赫，还是一介草民，哪怕你曾经
如何焦虑、偏激，甚至有背离常理的言
行，阳光总是公平公正地照耀和恩惠每
一颗心灵。阳光不锈，青春不朽。阳光
让世界通透清晰，人间充满光芒与希望、
温馨与感动。仰望天光，是一种昂首的
姿势，是一种信仰，是向往光明与辉煌的
渴望。

10月 2日，国庆节后的沂蒙大地被
秋雨洗涤的旷朗无尘。清晨，我踏在故
乡大地上，只见遥远的东方地平线上清
浊交汇，不一会儿，朦朦胧胧的地气在升
腾，渐白渐亮的天光在跳跃，天开始放
亮：灰暗的乌云逐渐退缩，天光和地气慢
慢融为一体，孕育在大地母亲腹中的太
阳，慢慢地透出一束束、一片片的光亮，
照耀着白云飘飘的蓝天，清澈且高远；照
耀着吟唱丰收歌谣的大地，丰腴且温情；
照耀着享受家国恩惠的簇簇笑脸，舒心
且灿烂……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眼睛清澈明
亮，内心纯洁纯粹，高举起党的旗帜，碾
碎千难万险，昂首挺胸拓展阳光灿烂的
康庄大道！

憧憬明天
■厉彦林

从训练场上凯旋的女兵

未来得及擦拭额头的汗水

除去戎装上的灰尘

便用操枪弄炮的手

抚琴奏响美丽的乐章

头顶轻轻挥舞的手臂

驱散一天的疲惫 心情被无限渲染

快乐被笑声播放

都是父母眼中的心肝宝贝

为了人生的理想 将时装悄悄珍藏

换上一身戎装

在滚滚烟尘隆隆铁马中

用汗水书写辉煌

谁说女子不如男

祖国一声召唤 立马热血沸腾

那一张张自信的脸 剑一般的目光

是铁骨柔情责任担当

飒爽英姿五尺钢枪

强军路上

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

快乐女兵
■程荣贵

惯将红线绣河山，驰骋毋须更容颜。

播火何惧血与火，添砖就作瓦和砖。

兴来腕底生风雨，乐将史事叩雄关。

写罢长吟无憾事，一轮秋月照心间。

信念
■王愿坚

款款的来，身披霞光

风儿轻轻地滑过面颊

岁月的千层菊哟

又多了一瓣

人生随之绽放

军旅为我添了一道绿色年轮

令我未来的梦

永远是一片蓬勃的朝阳

营区之秋
■申 岚

随 笔

思想，无与伦比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