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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本期策划

两年多来，军队迎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同时，在改革强军的大潮中，陆续
有将士们转身离开。

今天，改革仍在继续。最让我想念
的，是那些转身离开的战友，特别是我
的老连长。

“没错，我就是那个

‘30万分之一’”

“确定转业了！没错，我就是那个
‘30万分之一’，以后会在大理发展，欢
迎大家来洱海看我。”

去年的一天晚上摆弄手机，看到老
连长发的这条朋友圈时，我心里突然咯
噔了一下。

他是我下连的第一任连长。圆脸，
小眼睛，说着很不地道的普通话。

去连队报到那天，我和几位同学从
省城一路坐车，翻山越岭来到全师最偏
远艰苦的一个单位，身旁不太习惯云南
山路的同学吐得稀里哗啦。终于，我们
在一个隐蔽的山坳里，看到了一片沾满
泥巴的迷彩帐篷。

连长就是这个时候出现在我们面
前的，脸上挂着一副“又有人来陪我受
罪”的“幸灾乐祸”的笑。后来我才知
道，连长虽然笑起来让人感觉不爽，但
真的是个好人。

像我们这样的新排长下连队，免不
了要被连里的干部、战士“考察考察”
“考验考验”。同一批分下来的新排长
聚在一起，大家总绘声绘色讲起自己在
连队的遭遇，然后义愤填膺地发几句牢
骚解气。我就比较“惨”了——没什么
可说的，连长对我们新排长确实不错，
照顾有加，没说过一句重话。

但连长没少教我东西。我的参谋
业务、公文写作水平和体能素质，很大
程度上是在那个时候提高的。

后来，我去了机关，连长也调了
职。分别的那天晚上，我们在连长的宿
舍里涮火锅。连长满脸通红地对我们
说：“好好干，把我们拍死在沙滩上。人
固有一死……”

连长在说胡话了。

他是战士提干，抓训练和管理很有
一套，连队官兵都很服他。他有时候很
霸道，有时候又很自卑，比如他总说“部
队的明天是你们的”，眼神里藏着哀伤
和不服：你们这些人，跑 5公里没几个
跑得过我！

不过，连长终归是要走了。那天，
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写下：军改，真的
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军改的
痛。我知道，连长其实不想走。

绝不是因为他们不

优秀

那天，我和战友约好了在当地最好
的饭店，请连长和嫂子好好吃一顿。去
之前有很多话想说，上了桌却觉得气氛
很尴尬。

那年年底，许许多多和老连长一样
的军人，想走的，不想走的，因为军改，
脱下了军装。

绝不是因为他们不优秀。
连长带我们连的时候，没有服过

谁。有人说，我们连的兵，在营区里是
横着走的。“横”是有资本的，每次比武，
我们连都要拿一大堆奖牌回来。但是
因为单位改革，年龄大的、学历层次低
的、职务晋升碰到“天花板”的、专业受
限的，都面临转身。

那天，我第一次见连长有那么大的
情绪：“从当兵开始，让我干什么我干什
么，再麻烦的事我都干得好，再大的苦
我都吃得了！我带的连队不差吧？去
别的部门，我不会就从头学，天天跟在
新干部后面问问题，现在不都学会了
吗？改革，编制冻结不让调职，好，我不
调职，我天天加班干活。你们说，我对
得起部队吗？对得起吗？”

那天，嫂子一直拉着连长的手，默默
地往他碗里夹菜。分别的时候，嫂子小
声地说：“你们别见怪，他太舍不得了。”

我们点点头，目送着他们慢慢走远。
我至今还记得连长那句话：“只要

别让我脱这身军装，让我做什么都行！”
连长是真的痛啊！

“政委，不用说了”

嫂子说，老连长有段时间睡眠特别
不好，掉头发。

在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不知
道有多少人像老连长一样辗转反侧。

有一次，在老连长的办公室里，他拿
着一张关于军改的报纸，喃喃地说：“我
带了这么多年的兵，当然知道改革对部
队好，知道不改革就打不了仗……”

是啊，穿过这身军装的人都知道。
只是，爱得越深，就越难割舍。

当军改的“靴子”落地，如果真的平
静得无动于衷，如果不纠结，如果不落
泪，那怎么可能是支有情有义的部队？

政委后来找老连长谈话了。我以
为会谈很久，没想到，那天政委和所有
人的谈话都出奇得顺利，也出奇得短
暂，包括老连长。

老连长后来跟我们“炫耀”，他那天
就和政委说了3句话——
“政委，不用说了。”
“你要说的我都懂！”
“要是在平时，我会争取一下，但军

改来了，我知道怎么做！”
他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转业报告。
后来，在单位的改革动员会上，政委

把机关为他准备的稿子放到一边，动情
地说：“我本来准备了很长的动员讲话，
但你们让我感动，让我充满敬意。我不
知道还需要怎么动员，你们无愧于这身
军装！”说完，政委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

而我，从那些原本无比纠结、最终
毅然决然的“老连长”们身上，看到了改
革必成的原因。

我突然想起老连长曾经在全连面
前说过的一段话——
“你们可以骂我，可以当着我的面

骂这个连队，骂我让你们受苦受累。但
是走出这个连队，我决不许任何人损害
这个连队，决不许任何人败坏这个连队
的荣誉！”

对这支军队以及那些选择转身的
战友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最遗憾的，是没有

带连队上一次战场”

转业干部上交军装之前，嫂子把老
连长的军装手洗了一遍，一套套熨好，
叠得整整齐齐。“最后帮他洗一次了。”
嫂子把衣服打包后交给我，边送我出门
边对我说：“有时候看他盯着这身军装
发呆，我就特别特别心疼他……”

老连长走之前，带着我们回老连队
转了一圈。连队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
茬，认识老连长的人几乎没有了。

老连长指着门口的一棵树跟哨兵
比划说，当年栽的时候，这树才这么
高。哨兵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木讷地
说了一句：“哦，老兵，你也是这个连队
的啊？”老连长笑笑：是啊。

我说不好他走得是伤感还是洒
脱。当时，他的名字还刻在连队的荣誉
室里。连队后来转隶移防，营区交给了
别的单位。

那天，我们在连队门前合影。老连
长突然说，最遗憾的，是没有带连队上
一次战场！

敬礼，老兵

老连长选择了自主择业。走前是
正营职，军龄满18年。嫂子的工作也顺
利地调动了，孩子跟随父母到了新的城
市，上了新的学校。

老连长开始了创业之路，我给他网
购了一本讲述任正非成功创业的书。
一切似乎都重新开始了。

但我相信，这支军队有千千万万老
连长这样的军人，军改当前，因为深爱
着这身军装，所以不舍，所以迟疑，但当
需要他们最终做出抉择时，他们会毫不
犹豫，他们会毫无怨言，他们会走得洒
脱，他们会走得勇敢。

有他们的奉献，这支军队还有什么
理由不更加强大呢？

敬礼，老兵！为了你们的付出和强
军的辉煌！

老连长，敬你的伤感你的洒脱
■钱宗阳

时隔两年多，每当晚上看到天上
挂着的北斗七星，我们还会想起当年
在福建当兵锻炼时认识的那位老班
长，想起和老班长短暂相处的一个
月，想起那位老兵平凡又不平凡的经
历。

2015 年夏天，按照学校的安排，
我们从南京到福建的部队当兵锻炼，
在“红一连”遇到了老班长。老班长是
“老虎团”仅有的几个四级军士长之
一，在团里堪称“熊猫”一样的存在。

一天，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老
班长点上烟，娓娓道来这些年的经
历。

老班长从小“脚踏黑土地，头顶
一片天”，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入
夜，老班长的爷爷常指着天空告诉
他，那是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有什么用？”老班长问

爷爷。
“冬天的时候，北斗七星的勺子

柄指的是北方，年轻时候我跟着部队
南征北战，晚上想家的时候，就顺着
北斗七星所指的方向望，告诉自己，
家在那个方向等着我回去。”

爷爷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
本可以留在南方的他，因为牵挂黑土
地上年迈的父母，选择回到了故乡。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爷爷的话一
直萦绕在老班长心头，高考落榜的
他，选择南下闯荡。

霓虹灯下的城市很美丽。他干过
酒店服务员、汽车修理工、流水生产
线上的工人等等。他说，他能够养活
自己了，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一个
夜晚，他独自走在蛇口港的码头，望
着对岸的万家灯火，就像满天的星
星，可哪一颗是他的方向呢？一抬头，
他看见北斗七星。那天晚上，他躺在
蛇口港的一个公园里，看了一晚上星
空。

为了寻找生活中缺少的东西，他
拿出所有打工的积蓄，一路向西旅
行，一直到了西藏。在路上，他告诉自
己，生活的意义不是苟且地活着，心
里要有“北斗七星”，这样迷路时才能
找到前进的方向。

3个月后，老班长回到家乡参军
入伍。

戴上大红花离开家乡的那一刻，
他知道自己会像爷爷当年一样，时常
在夜里仰望北斗。

部队的生活日复一日，相差无
几。但在部队里，总有一些人，永远知
道自己身在何处，应往何处去。老班
长是输在起跑线上的那一类新兵，体
能和文化都不强。什么不行就补什
么，靠着一股韧劲，老班长用一年时
间就完成了从后进到尖兵的逆袭。他
说这一年，他白天在训练场上感受生
命，练到肌肉拉伤，练到疲惫晕倒，每
一次心跳都认真倾听；他晚上在手电
筒下感悟生命，路遥、毛姆、托尔斯泰
这些名人陪着他，他感觉很充实也很
踏实。部队的夜空永远那么明亮，每
当看到北斗七星，他都敬一杯茶：老
朋友，你又出现了。

当兵的第二年，老班长被团里推
荐参加猎人集训。猎人集训是什么？标
语上写的是：“谋打赢、谋发展，锻造智
勇猎人”，官兵私下里传的是：“训死了
就给个烈士”。吃饭是奔袭一个 5公里
过去的，看慰问演出也是奔袭一个5公
里过去的。实弹训练、悬崖攀登、野外
求生，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问。
“少想多做，天塌下来不是还有

高个子扛吗？”老班长答得云淡风轻。
“后来呢？”
“后来留队了呀，之后在一次训

练的时候，出门没看‘黄历’，摔伤了
腰呗！”轻轻弹掉烟灰，老班长笑着说
道。

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一摔，让老
班长不能再正常训练。那件事对他的
打击有多大，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尖兵，那次受伤
好似武林高手突然武功尽失，滋味怎
能好受？

连队给老班长安排了一个清闲的
职务——给养员，负责管理菜地。后
来，老班长就成了连队里“扫地僧”一
样的存在。记得连长经常在人前夸耀，
我们“红一连”什么都要争第一！就是
菜地的瓜也要第一大！是的，连队的菜
地里让其他连自愧不如的瓜是老班长
种出来的，年年岁岁，旱涝保大！

老班长说，那段时间，晚上在菜
园里，他望着天上星星的场景，酷似
在蛇口港的那晚……

后来，连里的战友发现，连队加
班室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再后来，
老班长的文章一次次出现在军内各
大报刊上。不久，他就因为这些成果
被借调到机关。

在那个宁静的夏夜里，亮起的烟
火，在老班长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
红色的花。花谢了，又是寂静的夜……

军改展开，机关缩编，部队精减。
作为机关的业务骨干，老班长本可以
继续留队。但是，他还是走了。他说，
他的一切都是部队给的，改革当头，
就该给部队减负。部队是年轻人的天
下，只有注入更多新鲜的血液才会有
希望。

老班长走了，只留下一个背影，
在黑夜中渐渐模糊，直至消失……

老班长，无论你身在何处，愿你
仰望北斗时，星光依旧璀璨。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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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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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2016年年初，全党正式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之时，正值担任团政委
满4年的我面临进退走留之际。
“走留听从党安排，胸有壮志天地

宽。”曾几何时，给一批批服役期满的老
兵做思想工作时，我总在讲台上用这句
话鼓励官兵。那时，当组织征求自己走
留的意见时，说实在话，我犹豫了。

回想26年的军旅生涯，训练场上摸
爬滚打，巡逻路上日晒雨淋，抗击冰雪一
往无前，野外演习炮火硝烟……钢枪早
已融入了我的生命，打赢成了我毕生的
追求。然而，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
次体系的重塑，也是一次结构的重组，
必然涉及到许多官兵岗位的调整变化。

我深知自己可以申请留队的理
由：广州军区十佳优秀旅团单位主
官、副师职后备干部等。但改革强军
的号角吹响，走留考验着我作为军人
的忠诚。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关键在领导带头、以
上率下。是的，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作为
部队政工主官，我不能天天对着官兵讲

忠诚是党员的底色，服从
是军人的天职，涉及到自
己的前途命运时却向组织
提要求、讲条件，讨价还

价。每名党员干部
都必须坚决维护改
革 强 军 这 个“ 大

我”，正确对待个人得失这个“小我”。
于是，我用“坚决服从组织安

排”铿锵作答。
“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

发。”4月初，转业通知下达，我榜上
有名，有不舍，更有军人的自信；有
遗憾，更有党员的豪迈。

我收拾行李准备离队时，单位的
整编命令未到，人员接替暂缓，组织
征求我的意见：“你是单位的主心骨，
希望你继续留任政委一职，主持单位
大局。”

已两地分居 10年的妻子此时打来
电话：“作为军人，你已经尽到职责
了，快回家团圆吧，多呆一天就多一
分责任、多一分风险。”妻子的说法不
无道理，军改期间，官兵思想活跃，
人心容易浮动；部队点多线长，管理
容易松懈；战备工程启动，外来人员
增多；天天操枪弄炮，安全压力很
大，没准哪天哪里就会“冒泡”。

但人们常说，鸦有反哺之义，羊
有跪乳之恩。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青
年成长为一名素质过硬的军人，从一名
走出校门的学子成长为一名带兵育人
的领导，从军后的每一步，都倾注着组
织的关心培养，都离不开部队的摔打锤
炼。我不能忘记组织的培养之恩，更不
能知难而退当逃兵。
“组织的任命就是党员的使命。”我

暗下决心，越是要离开的时候，越要站
好最后一班岗，将“最后一公里”变成

“最美一公里”。
留任期间，我带领“一班人”深入一

线调研，确立了“实战化训练，精确化保
障，规范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的工作思
路，在部队叫响了“扛着红旗找差距，抬
高一尺谋发展”的口号。5月份，单位受
领上级“三长”集训 3个课目汇报演示
和 2个正规化管理现场观摩任务，特别
是后方仓库营区应急分队处突课目，没
有现成样板，没有具体标准，没有经验
借鉴。焦裕禄曾说：“干部不领，水牛掉
井。”为做好示范引路，我和班子成员吃
住在帐篷，和官兵一起，晴天一身汗，雨
天一身泥；发动大家建言献策，设立“金
点子”奖，经过一点一滴推敲、一招一式
精练，探索出后方仓库应急处突的新路
子，受到上级首长高度评价，并在联勤
部队推广。一名党员一面旗，在党委一
班人的示范影响下，官兵工作标准不
降、训练干劲不减、工作作风不散，团队
一如既往充满虎虎生气、融融暖气和堂
堂正气。7月 1日，团队党委被上级表
彰为先进党委。

我离开部队那天，官兵们自发列
队欢送，脸上挂满晶莹的泪花。我知
道，自己向组织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
卷。

挥别军旅，军号依旧在耳边回响，
战歌依旧在胸中激荡，党旗依旧在心中
高扬。军装已脱，本色不改。身为党
员，我依然时刻准备着，只等组织一声
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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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因为深爱，所以难舍。因为深爱，所以转身。
这不是难解的悖论，而是两年多来，军改中许多身为“30万分之一”战友

内心真实的逻辑。
“老连长”是一棵把根扎在了军营的树，如今自己把自己拔起来，他走得

艰难，也走得勇敢。“老班长”在部队寻觅到人生的方向，他不抱怨负伤，他学
会了坚强，相信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活得像一名战士。团政委笃信政工主
官台上讲得好不如台下做得好，他留任，他离开，全凭组织一句话。

本想问那几位作者，“老连长”和“老班长”叫什么名字，但最终放弃了。
因为，对于他们而言，或许会更喜欢“老连长”“老班长”这样更有军味、更显
亲切的称呼；对于这支军队而言，这样的“老连长”“老班长”就在你我身边，
何止万千？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强军路上，拼搏是奋进的姿

态，转身是深情的选择。正如作者所言：有他们的奉献，这支军队没有理由
不更加强大。而强军的征途，一定会刻下他们的名字。

本版摄影：孙明建、罗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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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转身的背影写满深情

强军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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