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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这五年·强军记忆

山居秋暝 (中国画)

武剑飞作

沙漠无泪 因此

沙漠拒绝所有的哭泣

任何留下足迹的妄想

终归徒劳成千古笑柄

被探险者写进日记

一粒沙是一滴凝固的水珠

沙漠的涛声年年堆积

年年都有灿烂阳光

抚平没有结果的冲击

胡杨入诗 红柳被歌唱

植物让艺术之枪

在这里找到仅有的依托

一遍遍向死亡瞄准

坚韧跋涉的骆驼

以其浓重的悲剧情结

任高大的身躯轰然倒下

只有白骨而嘶鸣消失

无月之夜 一队士兵

竟犯了兵家之大忌

脚步整齐 阵容整齐

孤军开进危地的时候

歌声雄壮无比

完全忘了酝酿已久的沙暴

正准备发动一场围剿

并绘出了最后的胜利

士兵就这样把帐篷

撑在了流动的土地上

想象长成遮阳的树冠

热爱长成深远的根须

自从把干涸的大漠装进心海

生命就化作了一管柳笛

以沙为词 以情为曲

沙漠
■张国领

2013年 3月，王亚平入选“神十”任
务乘组。任务前两个月，她还受领了一
个新的任务——担任中国首次太空授
课主讲人。时间非常紧张，压力再次向
王亚平袭来。她感到既兴奋又紧张，还
有一点忐忑。

让王亚平兴奋的是，终于能圆了自
己的教师梦啦。提起当教师的理想，就
一定要说到王亚平的小学老师靳凤
春。那位用爱心和耐心教育孩子，对学
生视如己出的乡村教师，是王亚平年少
时理想的缘起。当了飞行员以后，王亚
平曾以为自己离老师的梦想越来越远，
没想到还能成为中国第一位太空教
师。站在世界上最高的讲台上为学生
们授课，该是多么荣耀，多么有意义
啊。让她紧张的是，这是个艰巨的任
务，自己能讲好吗？

太空授课活动是我国载人航天飞
行中首次开展的教育应用类任务，是一
次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的科普直播活
动。随着世界航天事业的发展，太空教
育已成为连接青少年与载人航天事业
的最好桥梁，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
视。

此次太空授课的目标被定位为
“有兴趣、开眼界、长知识、通俗易
懂”，实验选取的原则确定为科普性、
可视性、教育性和可实施性，最终确
定演示失重环境中的物体运动和液体
表面张力。
“神十”乘组的三位航天员中，王

亚平担任主讲，指令长聂海胜担任助
教，张晓光担任摄影师。他们为此做
了很多准备。对王亚平这个完全没有
授课经验的人来讲，授课中“度”的
把握，授课的方法、状态、角度、表
情、动作、语气、语速，完全是从零
开始学起。每次请老师来上课，王亚
平总是认真倾听，除了学科学原理，
学物理知识，更多的是学老师授课时
的方法，学习他们的语气、动作和神
态。每天，王亚平考虑最多的问题
是：怎样上课才能更自然，容易被学
生接受和理解呢？她买了很多中学的
物理书、辅导教材，又到网上找了国
外航天员太空授课的视频，还对教育
心理学进行了研究。

第一次上台试讲时，王亚平感到
浑身都不自在。上了高中以后，王亚
平和许多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一样，
变得沉静，不喜欢表达，公众场合爱
躲在人群后。可现在，太空授课的任
务不仅逼着她必须能表达、会表达，
还必须当众表达。王亚平首先要让开
口讲变成一种自然的状态。于是，她
抓住一切机会讲：给技术专家讲，给
战友们讲，给孩子们讲，回家后对着
爱人讲……听取不同听众的意见，然
后仔细记下来，下一次继续改进。

最开始试讲的时候，王亚平完全
是凭着感觉走。每一次试讲，都会有
领导、专家、老师提出各种不同的意
见。每次试讲视频，王亚平都会带回
去自己反复琢磨。比如：这个地方用
怎样的语气才能更自然一些？加个什
么样的手势能更好地表达意思？她琢
磨来琢磨去，像个挑剔的考官。

接着就是抠讲课细节。细到什么
程度呢？手放到什么位置，用什么样
的手型，讲台的高度是否符合太空环
境，王亚平都会细细研究。刚开始，
她在没有实验操作时的授课动作是两
手交叠放身前，试讲后觉得太像主持
人，后来决定把手放在小桌板上，既
自然放松，又可以在失重环境中帮助

稳定身体。
为了当好太空老师，每个字的发

音都被王亚平细细抠过，比如从前不
在意的“质量”“晶莹剔透”两个词
的发音就被反复纠正。一天讲下来，
王亚平的舌头、嘴唇似乎都被磨薄
了，木木的，有些疼。经历了这次授
课，王亚平开玩笑说，自己可以去参
加播音员考试啦。

考虑到飞行任务中航天员整体工
作安排以及测控卫星信号传输等原
因，太空授课的时间必须准确控制在
40分钟内。这如何做到呢？除了科学
严谨的方案，天地协同的配合，作为
主讲人的王亚平根据自身语速和操作
反复演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
次的训练，在没有任何提示的状态
下，她将时间卡得分秒不差。

随着准备工作的深入，王亚平发
现太空授课训练比自己设想的还要艰
难许多。为了达到要求，授课内容经
过反复推敲，教案既不能深了，也不
能浅了。讲稿被改了无数次，每次都
会改出厚厚的一摞。常常是今天给的
稿子，隔一天就要试讲。王亚平一
看，死记硬背不成，先把脚本从头到
尾捋几遍，除了原理性的东西必须记
住外，其他内容变成自己的话，按照
自己的语言习惯现场讲。

评审会开了无数次，每次都会邀
请各个领域的专家，集思广益，一遍
一遍地推敲讲稿。比如，单摆实验里
的小球是浮着，悬浮着，还是漂浮
着？每一个词都会仔细斟酌，确保非
常精确。每次评审会讨论以后，意味
着又要改稿子，改完紧接着就要看试
讲效果，往往刚刚熟练掌握的稿子又
得重新记忆。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在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讲稿先后改了
不下几十遍。各种场合的试讲已经记
不清有多少次了，仅地面全系统全流
程的1∶1演练就进行了好几回。

在准备太空授课的过程中，王亚
平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航天人严慎细实
的工作作风。忙碌了一天的脚本编制
组成员在每天下午五点钟别人工作结
束的时候，重新集结在一起开始紧张
工作，脚本讨论常常到凌晨才结束。
他们需要保证在次日早上八点准时把
修改后的脚本递上去，然后一大早就
按最新的脚本和流程进行演练。

为了让孩子有兴趣，突出实验原
则的科普性、可视性、教育性和可实
施性，太空授课既要跟中学物理的有
关知识原理相关联，还需要选择安全
可靠、体积小、质量轻的教具。在实
验选取上，大家也费了很多心思。比
如，陀螺实验。选择它是因为这是中国
的传统游戏项目。在失重状态下，陀螺
的特性是否改变？运动状态是怎样
的？有外力时怎么样？静止时又会怎
么样？对比起来会很明显，大家看起来
也会津津有味。

还有测重量的实验。飞船上有重
量限制，不仅对携带的教具重量有要
求，也担心带上去操作不当，会损害舱
里的设备，所以教具尽量使用天宫的现
有设备。于是，从天宫一号就地取材，
用了航天员在太空上称体重的质量测
量仪。

看到这些，一定会有人惊呼：一堂
40分钟的授课，竟然这么复杂琐碎，真
令人难以想象！太空授课最大的考验
在于，地面上做的所有演示，都只是理
论结果或是想象，并没有在真实太空失
重环境验证过，做不成功或是和预想有

出入怎么办？在“神十”飞行乘组与记
者的见面会上，王亚平对此做出回答：
“实验做成什么样，我们就讲什么现
象。面对浩瀚宇宙其实我们都是学
生。”

太空授课的原则是真实性，即使不
完美，即使失败，也要把真实的太空现
象展示给大家。除了五个正式实验内
容，当时还有两个备份实验——液桥演
示和小球碰撞演示。除此之外，还有应
对各种突发状况的几十种处置预案，每
一种预案，王亚平和战友们都精心做了
准备。

王亚平在太空授课中做出的水球
又圆又大，格外漂亮。当看到王亚平还
往晃动的水球中继续注水时，地面的人
揪心极了。所有人都望着大屏幕，眼睛
眨也不敢眨一下。有些科研人员把两
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捏得生疼也浑然
不觉。有人在焦急地小声做着徒劳的
提醒：“不要再加了，再加就爆了！”当完
美的水球呈现在观众面前，工程领导兴
奋地说：“这丫头绝对做功课了，她是想
给我们一个惊喜呢！”

王亚平确实是有备而来。在太空，
最难做的是水的实验。动作轻了重了，
水量多了少了都可能导致水膜破裂。
往上贴中国结时，水膜一旦破了，图案
就贴不上去。每一次失败，王亚平和战
友都仔细查找原因。比如，水袋里的水
少了，或用铁圈往外拉水膜时碰到了水
袋封条边沿等。尝试几次后，他们很快
找到了诀窍。

在水膜实验中，还有这样一个细
节。当她小心翼翼地把中国结嵌入水
膜，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那个小小的
图案汇聚了众人的目光，而当它被稳稳
地贴在水膜上时，大家的欣喜和感动简
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实验前，五角星、笑脸、青花瓷和中
国结等都曾在嵌入图案备选之列，经过
多次讨论，中国结被最终确定了下来。
中国结不仅有浓烈的中国元素，还饱含
着航天人的浓浓情愫。它很像航天工
作，看似复杂却又井然有序，千头万绪
却又牢不可破。

即便是第一次站在最高的讲台上，
胸有成竹的王亚平也没有紧张。当她
演示“大力神功”，将指令长聂海胜轻轻
推出去时，她听到耳机里传来地面上孩
子们热烈的掌声。这一刻，让她真正意
识到此时在遥远的地球有那么多孩子
在看着她。她身上的能量一下子就被
激发出来，变得格外兴奋。

关于这堂太空授课的网络图片中，
一张王亚平在水球中亲切微笑的倒影
照片被采用最多，堪称经典。“水晶天宫
倒影”是三名航天员在太空实地演练后
才发现的有趣景象。要呈现出这幅美
丽的图景，不仅需要水球制作得漂亮完
美，还需要航天员之间默契的配合和摄
像角度的选择。

航天员张晓光要将摄像机、水球、
王亚平放在一条线上，才可能呈现如此
漂亮的透镜成像。授课时，指令长聂海
胜戴着两个耳机：一个传导的是地面老
师的声音，根据老师的要求，他要做好
配合授课演示和辅助工作；另一个与地
面飞行指挥相连，随时根据飞行情况做
好应对准备。

太空授课结束之后，三名航天员不
约而同把手放在一起，每个人眼睛里都
满含热泪。那是庆祝，那是鼓励，那是
默契搭档艰苦付出后的欣慰。为了完
美的一课，他们和地面各个系统的航天
人付出了太多努力。

太空一课
■赵 雁

那是一个星期二的午睡时刻，是我
入军营后的第一个午休时光，我静静地
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窗外的雪花吸
引了我。我想看雪，这壮美的东北雪，
但我不能，我是新兵，一日生活制度必
须遵守，该睡觉的时候，就得躺在床
上。我双目紧闭，眼皮却跳动如战鼓。

实在睡不着，就起来吧。班长说，
起来看雪。他的话朝向我，那些大兴安
岭来的新兵，早已鼾声如雷。这样的
雪，在他们眼里，不足为奇。班长是安
徽人，理解我这个湖北佬儿对雪的喜
爱。我兴奋地从床上跳下来，搬只马
扎，坐到窗前，凝望着窗外。整个锦州
城都在下雪，整个军营的上空都飘洒着
雪花，天地纯白。雪落在窗玻璃上，落
在窗台上，落在操场上，落在不远处董
存瑞雕像的头上、脸上、肩膀上。英雄
无语，雪落无声。

战友们鼾声依旧，宁静了这个雪的
世界。凝望久了，累了，我扭头，一沓
《解放军报》赫然在我眼前，它们整齐地
被固定在报夹，报夹就在窗户旁边的墙
角。我伸手，轻轻取下来，铺展开，目光
在报纸上移动。“长征”副刊上，一篇散
文诗吸引了我。时间过去很多年，我已
忘记这篇散文诗的标题，只读得那是一
篇歌颂太行山区人民抗日精神的文
章。我记不清具体的诗句，但那种读诗
的感觉还留在记忆里，如饮甘露，如品
佳肴。东北天冷。一捧油墨香，满屋子
温暖如春。雪是有味道的，透过窗户的
罅隙，我感觉到了，是一种很淡的香味，
清冽自然，沁人脾肺；而我被散文诗那
美妙文字里浸润过的心灵，像洗过一般
清爽。

那个星期二的午睡时刻，那个雪天
的午后，我迷上了“长征”副刊。那上面
的文章，被我奉为经典，那是我的文学
园地，是我的精神家园。我后来在那上
面读到周涛、王宗仁等散文大家的作
品，他们笔下边防战士的苦与乐让人心

动。窗外的雪花依然在窗外飘扬，报纸
上的文字在我眼前跳跃，我心里痒痒
的，手也痒。我拿起纸和笔伏在窗台
上，凝望着雪中挺立的董存瑞雕像，以
英雄生前所在的部队一名新兵的名义，
抒写对革命英雄的追忆与缅怀。

那是我的第一篇散文，很短，我悄
悄邮寄给解放军报社。没过多久，就刊
登在函授版的“学员习作园地”。那是
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这段铅字，
从新兵班传到新兵连再到新兵营，我名
声大震。编辑老师同时给我寄了一个
报道员实习采访证。新兵难得出营门，
周末，我亮出我的实习采访证，大摇大
摆走出去，那种骄傲无法言表。这段经
历，应该算是我的“文学之初”，自此，我

把目光投向了“长征”副刊，虽然没在上
面正式发表作品，但那些文字滋养了
我，凝炼了我的语言，营造了一个少年
新兵的文学梦想。

后来，我开始偷偷写小说，有作品
在《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等杂志发
表。终于，我鼓起勇气写了一篇散文
《爱是代沟之桥》投给了军报“长征”副
刊，文章发表后，效果不错，在原单位有
了反响。此后很长时间，我没再给副刊
稿子。那是我敬畏的一块园地，我不敢
轻易涉足。直到 2015年，我奉命去阅兵
村采访，写了小报告文学《阅兵场上的
“和声”之美》，在“长征”副刊上发表。
后来，我又发表了散文《父亲的油菜
花》。通过“长征”副刊，父亲沉默如山
的形象，走出我的内心，走出了大山。
他默无声息的爱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很
多读者。

我曾在“长征”副刊上看到一篇散
文，《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首歌，是红四
方面军在湖北红安革命期间改编并唱
响的，深受感染和鼓舞。我是红安人，
红安是我的老家。那一刻，面对那段凝
聚历史光辉的文字，我如同面对一位久
别重逢的老友，眼圈湿润，血脉贲张。
我对自己说，有机会，一定写写我的家
乡。由于工作繁忙，这个愿望，直到今
年夏天才得以实现，小说名叫《我们去
战斗》，发表在《人民文学》2017 年第八
期，很快被《小说选刊》转载。这对于
我，是肯定，更是鼓励。从函授刊物上
的豆腐块，到出版小说集和长篇小说；
从一名偷偷创作的业余作者，到原沈阳
军区创作室专业作家，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在文学的长征路上，“长征”副刊无
疑是我的启蒙者和良师益友。

写这篇文章时，窗外的天空阴沉沉
的，暴雨将至，而我眼前，分明已飘起了雪
花。雪落无声，静静地飘洒在我心灵深
处。与雪花一起飘然而至的，还有“长征”
副刊上震撼心灵的文字，它们让我想起那
个遥远的礼拜二午睡时刻，想起那个飘洒
雪花的午后时光。那雪花，那文字，润物
无声，滋养着一个军人的文学梦。

梦是寂静止，悄然无声。在文学的“长
征”路上，追梦的脚步铿锵有力，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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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指导员换好球衣球鞋收拾好球
具要出门时，凡是看到他热火朝天地做
准备的兵们都在心里暗笑。指导员换完
球衣要对着镜子反复地整理领子，抻抻
衣襟，神采奕奕的样子，下楼时还要踩在
楼梯上把鞋带系得格外仔细。他系的鞋
带很漂亮，像是一对蝴蝶落在脚背上。

老兵用眼睛瞄了一下指导员，脸上
就浮出了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神情，“怎
么弄还不是个输。”其他兵的表情虽有些
差异，但内容也是大同小异的，“回回打，
回回输，还真有瘾！”

指导员对这些表情是全然不在意
的，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到这些。他对身
边走过的一个战士讲，“走，给我加油
去。”一脸的天真，一身的欢快。有时战
士得找个合理的理由来拒绝，“指导员，
我要去擦枪的。”听此，指导员只能再换
一个兵。他根本不去猜战士拒绝他的理
由。

指导员的球技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
容。每次到营里打球，都要被其他连队
干部用比赛结果羞辱一番。每局得到两
三分是太正常的结果，前去加油的战士
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战士们唯一奇
怪的是，不论指导员打出什么结果，他都
要求他的啦啦队必须认真而投入地为他
加油。看着屡败屡战的指导员，战士们
有时都没有底气再喊出加油了，鼓出的
掌声也零落无力。战士们更加奇怪的是
指导员从来不因为输球而沮丧，每次汗
流浃背地往连队走时，还一个劲儿地和
战士交流他的感受。指导员每次要说的
一句话就是“人到啥时候都不能认输”。

每次到营部打球，不变的选手是指
导员，变化的是啦啦队员，连队的战士被
指导员轮流带了一遍，有的十分不幸被
带去了三四回。全连无论新兵或是老兵
都对指导员打球的天赋产生了巨大的怀
疑。

时间一久，老一点的兵开起了指导
员的玩笑，“被虐千遍，球无可恋。”指导
员显然不在意这样的戏谑，回应道，“他
们虐我千百遍，我对乒球如初恋。”大家
相视一笑，便不再提此话题。

年底，营里要组织全营的野外拉练，
冠名为魔鬼周。为了考验各连的忍耐
力，行军里程数由各连自定。其他连队
纷纷搞起了挑应战活动，有的还出了板
报，贴了标语。指导员只是在点名时轻
描淡写地讲了拉练的事，然后告诉大家，
连队计划魔鬼周行军500公里。

此言一出，队伍中隐隐像有几缕粗
气呼出。消息灵通的战士早听说过了，
营里其他的四个连都是要行军 300 公
里，怎么到了自己连队，硬生生地多出了
200公里。

有两个老兵找到了指导员，“咱连行
军 400 公里别的连也做不到，咱们为啥
要走这么远？”

指导员和连长互相对望一眼，指导
员说，“这个距离是连长我们一同商量
的。”兵们便沉默了，他们知道这个目标
是改变不了啦。

拉练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指导员和
连长全副武装，一样也不比战士们少。
指导员站在队伍前做动员，还是风轻云
淡地，“今天行军开始了，你们全是连长
我俩的啦啦队员。”

第 1天拉练下来，兄弟连队还在较
着劲儿。到了第二天，连队行军时便有
点孤独了，只有爬上了山，才能看到别的
连队在山脚下蜿蜒着的队伍。等到了第
三天，只有这一支队伍在前进了。

行军到第四天时，走在前面的指导
员看起来腿都有些瘸了。体力好的老兵
想帮指导员一下，被指导员拒绝了。指
导员对战士们说，“哪一个走不动了，只
要说一声‘我认输了’，就可以退出了。”

那次拉练，不管有多累，一周时间连
队真的完成了预定目标，战士们都不由
暗暗佩服自己的毅力。美中不足的是有
一个战士半路上实在坚持不住，退出了
拉练。

连队讲评那天，指导员没有批评那
个退出的战士，只是盯着他很内疚地说，
“以前，我咋就没带你出去打过球呢。”

后来，战士们方知，指导员并非技不
如人，而是为了演绎屡败屡战的过程，让
自己的兵懂得坚持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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