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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夜已深，帕米尔高原寒冷依旧。
哨位上，上士马小龙眼睛一直盯向

西边——数公里外即是国界线。
这是马小龙走上帕米尔高原的第

9 个年头，也是在克克吐鲁克边防连
过的第 9 个春节。他心中想着，9 为
数极，希望明年能够回家过个团圆
年。

按照连队惯例，除夕夜的哨位全由
干部担负。今年，马小龙主动要求站零
时的这班哨。他想在哨位上为祖国守
岁，“陪”家人跨年。

马小龙是广东人，故乡距连队直
线 距 离 5400 公 里 ， 海 拔 落 差 4300
米，是连队离家最远的兵。他经常用
这组数据安慰想家的新战士，并且屡
试不爽。

噼里啪啦……鞭炮声从身后传来，
抬腕看看表，还有 5分钟就到零点了。
马小龙想起上一次在家过年还是当兵
前，不觉间 9年已逝，春节的滋味随着
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浓，对家的思念也越
来越深。

故乡今夜思千里。马小龙想着此

时父亲是否也在放鞭炮，母亲是否也
如记忆中那般，催促放完炮赶快进屋
吃饺子……

想着想着，马小龙眼眶有些泛
红。记得刚晋升下士那几年，一到冬
天，母亲就在电话里问今年能不能回
家过年，后来便不再问了，只是叮嘱
照顾好自己。

不是他不想家，而是总把过年休假
的机会让给已经成家的战友。“边防不
易，谁让我是单身汉呢？”马小龙一次

次这样告诉母亲。
说起这个话题，马小龙嘴角翘起了

弧度。下午和父母视频通话时，母亲给
他下了最后通牒——“今年再不结婚，
你就别回来了！”

母亲的埋怨是有根据的。原本去年
马小龙就准备和相恋 7年的女友成婚，
但因为任务耽搁了婚期。

愧对芳卿苦难言。对于女友，马
小龙自感亏欠良多。上哨前，他和女
友视频聊天，看着那日思夜想的面

容，马小龙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我
不懂大道理，只知道你干着保家卫国
的大事，辛苦你了。”懂事的姑娘出言
安慰他，话未说完，马小龙鼻子已有
些发酸。
“亲爱的，你等了我 7年，最辛苦

的是你，今年我一定把你娶回家！”马
小龙暗暗在心中定下目标。

深呼了一口气，抬头望向天空，古
人寄托思念的月亮不见踪影，繁星覆盖
苍穹。

“不知亲人能否看到这么美丽的
星空？”马小龙心里想着，双手紧了
紧怀里的钢枪，警惕的目光继续洒向
前方。

作为连队驾驶员，过去的 9年，马
小龙安全行车上万公里，收获官兵一致
好评。
“新的一年，你要继续加油！”马小

龙给自己鼓劲，心头盘算着，今年一定
要带出几个徒弟，把高寒山路的驾驶技
巧琢磨透、传下去。

想到这里，马小龙将视线移向车
库，那里停放着他的“搭档”。 9 年
来，巡逻车换了一代又一代，见证着
边防条件的一步步改善。即便恶劣的
自然环境一如往昔，但官兵的工作、
生活环境比起他刚入伍时，变化可谓
翻天覆地。

常年守边，马小龙当然知道这变化
背后，是祖国的日益强盛，而作为一名
边防战士，肩上的使命就是守卫好这份
强盛。
“面前是一片漆黑的边防线，身后

却是 960 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我
的身后是国也是家。”那一刻，强烈的
自豪感潮水般涌来，马小龙的腰板挺得
更直了——
“爸、妈，亲爱的你们，虽然我没

能回家团圆，但有我在，你们年一定会
过得更安稳。你们是我的牵挂，而我，
则是你们的骄傲！”

“我的身后是国也是家”
——新疆军区克克吐鲁克边防连上士马小龙的除夕夜感怀

■冯 毅 胡 铮

2月 15日，大年三十。
一张四四方方的桌子，桌上的菜冒着热气，灯光温暖，满屋温

馨……对于多数人来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是令人心醉的
幸福。

团圆，这些常人伸手可得的幸福，是那么平凡而动人。然而，这

份甜蜜的团圆体验，对许多远在天边边军营里的边防官兵来说，实
在有些奢侈。这一天，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练兵备战、枕戈待旦的又
一天。

一家不圆万家圆。农历狗年的第一天，爆竹声阵阵。笔者来到喀
喇昆仑山脚下新疆军区某部，走近这群使命在肩、不能回家的官兵……

地面上映射出长长

的影子，恍如铁血男儿对

家人的思念

春节虽然来了，但叶尔羌河仍是
冰冻三尺。身着特制的羊皮子大衣，
指导员许伟伟还是觉得冷彻透骨。

就在春晚即将开始的时候，许伟
伟轻轻拍了拍两名班长的肩膀，一个
会意的眼神后，3个人一齐起身，悄悄
地从俱乐部中退了出来。

按照惯例，从大年三十晚上 20时
开始，连队的干部骨干将轮流“包
哨”，以便让其他战士能够安心看春
晚、过个好年。

算一算，这是许伟伟在军营度过
的第 4个春节。说起来，他担任连队主
官的时间还不长，只有 4个多月。在此
之前，研究生毕业特招入伍的他，先
后当过排长、干事，一步一个脚印，
步步有痕。

他是新疆人，家中独子；他的爱
人秦欢，是河南人，这几年一直在杭
州独自打拼。

新疆、河南、杭州，3个短短的地
名，背后蕴含的是一个军人家庭的聚
少离多。而这种离合，在春节到来的
时候，让站在哨位上的许伟伟心情显
得格外沉重。

就在几个小时前，许伟伟的父母
和媳妇一起吃年夜饭，一家子人，唯
独少了他。视频通话的时候，看着一
大桌子饭菜，看着视频里和自己开玩
笑的家人，许伟伟心里多少有些酸楚。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身为军人
的许伟伟，其实早已经把离家当成了
习惯。只不过在春节，这种习惯被视
频那头的家人瞬间击破。

由于身在军营，许伟伟长期和父
母、妻子三地分居。虽然家人很少抱
怨，但他心里像明镜一样，自己“没
有尽到儿子对父母的孝心，也没有做
到丈夫对妻子的爱心”。

去年 4月，许伟伟和父亲通电话，
从电话那头的“轻描淡写”中，他才
知道母亲在上个月手臂摔骨折，还打
了钢钉。

心疼不已的许伟伟很懊恼，埋怨
父亲“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父亲安
慰他：“没啥大事儿，你妈妈恢复得挺
好的，你安心工作就行了。”

那个时候，许伟伟还在团政治
处，紧张的工作节奏，常常会让他把
给家里人打电话的时间一拖再拖。

电话打完，许伟伟愣坐在宿舍
里，无声地看着窗外。他忽然觉得自
己该做的太多了：爸妈慢慢老了，作
为家里的独子，即使没能在身边尽
孝，可时不时打一通嘘寒问暖的电话
却是能做得到的。

作为一名丈夫，在许伟伟自己看
来他同样也不称职。他与爱人秦欢领
证的日子，是 2015年 8月 6日。那天，
没有鲜花，没有戒指，从民政局出来
后，许伟伟和秦欢吃了顿火锅，作为

简单的庆祝。
许伟伟记得清楚，领证不满一

周，他就返回部队工作了。秦欢独自
一人来到杭州工作，期间换了 3份工
作，搬了 2次家。聚少离多，许伟伟休
假回来，有一次甚至都不知道妻子具
体住在哪里。最近一次休假，当踏进
只有 30平方米的公租房时，他心中满
是愧疚，“不能在她最美丽的时候陪伴
她，给她想要的生活”。

许伟伟说这些的时候，脸始终面
向营门的方向，但从缓急不一的语气
里，还是能感受到心里涌动的波澜。
他说，作为一名军人，毕竟岗位性质
摆在那儿，再想家也得放在心里。

三尺哨位，寒冷依旧。灯光下，
许伟伟站得笔直，地面上映射出长长
的影子，恍如铁血男儿对家人的思念。

“这些都不想要，我

只想你春节回来陪我”

换班哨兵摇醒李洋的时候，枕头
旁的电子表，显示时间为凌晨 4时 30
分。

虽然是排长，但自从任职后，李
洋一直在炮三班和战士同住。怕定闹
钟惊醒同屋的战士，临睡前，他专门
委托这个时间点的哨兵，叫醒自己起
床查铺。

穿陆战靴走在水泥地上动静会很
大，李洋特意换成作训胶鞋，确保查
铺时无声无息。

春晚结束得有点晚，看了全程的

战士们一个个睡得很熟。春节查铺毕
竟与平时不同，李洋的心情确实有些
“小复杂”。

前两天，女朋友李璐给他打电
话，说所在单位科室主任要给她介绍
对象。没等李洋答复，电话那头的她
就忍不住笑了，“你这次又不能回来陪
我，我们科室的人都以为咱俩分手
了。”

虽说玩笑归玩笑，但这两天，李
璐的这通电话，却让李洋一直提着心
吊着胆。想一想，自从到了部队后，
李洋确实亏欠她不少：平常训练紧张
没时间不说，即使闲了，要么找不到
一个私密的地方说悄悄话，要么因为
两地时差的问题说不了几句话。

上一次过年，李洋特意给李璐准
备了一份贵重的过年礼物，想以此弥
补自己的歉意。可没想到李璐收到礼
物后，给他回了这样一个短信：“这
些都不想要，我只想你春节回来陪
我。”

这个短信，李洋一直记得清楚，
每次回忆起来，心里都挺难受的。对
李璐的爱，李洋一直保持着谨慎的乐
观——“人家没和我分手，已经是万
幸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营门外，燃放
的爆竹声仍在此起彼伏。李洋不禁想
到第一次和李璐过年的场景，和家人
打扑克、包饺子，一起走亲访友，那
是多么美好的团圆时刻啊。站在漆黑
的楼道里，李洋很想她，也想家。

万水千山，挡不住一个军人的深深
思念。查完铺的李洋盘算着，过了年就
找个时间休假，把婚订了、把房子买了，
尽快成立个属于自己的“小家”……

“再过两年就要退

役了，还能在部队过几

个春节”

新春第一顿饭，吃饺子。
早上大家还都没起床的时候，驾

驶班班长朱军伟便跟着炊事班的战士
们一起准备早饭。

作为一名有着 14 年军龄的老兵，
朱军伟在连队说话少干得多，上上下
下都服气。

年轻战士干体力活行，但对和
面、包饺子的事儿，能干好的人却不
多。每年春节，朱军伟都向连里提出
帮厨，他和炊事班长一道，包揽了和
面、调馅两样重活。

朱军伟是当兵第 10年结的婚，现
在有一个 3岁的孩子，媳妇儿小孩都在
老家。今年春节，妻子本想来队探
亲，考虑到孩子小，来往转乘不方
便，就放弃了来队的打算。

其实朱军伟挺想让爱人过来的，
上一次家属来队，他笑呵呵地说，这
次孩子没有那么认生了，至少见他不
躲着了。给大家伙儿说这些的时候，
他一脸得意，但大家心里都蓦然有些
心疼。

在朱军伟看来，新春第一顿饭必
须要做好，“再过两年就要退役了，还
能在部队过几个春节？”朱军伟年龄其
实并不算太大，也就 32岁多一点，但
在连里，他已经位于所有官兵年龄金
字塔的顶尖了。这个春节，是他在连

队过的第13个。
饺子馅收拾利索了、面和好了，

来帮厨的战士聚拢过来开始包饺子。
看到一些战友包得实在惨不忍睹，朱
军伟便有说有笑地手把手教。锅里的
馅，他也不愿意有丝毫浪费，用筷子
刮了又刮，直到干干净净才罢休。
“刚当兵的时候不懂得节约，当时

嫌麻烦，锅里还有馅的时候，就用水
泡了锅，被班长好一顿批。”说话间，
他脸上透着红，显得不好意思，但分
明带着感恩。

为了做好这顿饭，朱军伟还特意
给大家调制了下饭的小菜，忙里忙外
的两个半小时里，汗珠子早已沁满了
额头。

饺子终于上桌了，朱军伟偷偷撩
开门帘，看着大家吃得开心，他放心
地用围裙擦擦手，也笑了。

开吃前，他给一盘新出炉的饺子
拍了照，发给了爱人：“媳妇儿，我们
吃饺子喽，很想你们……”

站在一个个春节期

间 坚 守 岗 位 的 战 友 面

前，他一时间很心疼

连长苏博康一直想着晚点名的时
候讲点啥。

毕竟是春节，大家都远离家乡，
有的是新兵，有的已经成家立业，情
况不一。苏博康明白，虽说身在军营
情况特殊，可大家想家念亲的情愫其
实都一样。

苏博康是个驻地干部，按规定他
每月可以轮休。可有时候碰上重要任
务，家也就顾不上了。去年 9月，妻子
生了一对龙凤胎，苏博康踏踏实实地
在家陪了一个月，让妻子大呼幸福。
平时，苏博康在部队，妻子一个人在
家，他就牵肠挂肚的。如今有宝宝
了，这种牵肠挂肚的感觉更强了。

这个春节，是苏博康爱人产后的
第一个春节。年货准备得够不够？两
个孩子闹不闹？妻子一个人能照顾得
过来吗？边看春晚，苏博康脑海里总
浮出这些问号。

春节放假，但战备一刻不能懈怠。
初一这天，苏博康在和妻子、孩子视频
的时候，战备演练的铃声就急促响起
来。苏博康立刻扔下手机，快速穿上装
具，指挥应急分队紧急出动。等各种
“情况”处置完毕，家中的妻子已经在忙
着准备晚饭、没空理他了。

家虽然距离驻地只有 200多公里，
但想和妻子再视频通话而不得的时
候，苏博康也感觉有万水千山拦在自
己面前。

这种情绪，当然不能在连队官兵面
前表露出来。可晚点名时，站在一个个
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战友面前，他一时
间很心疼，情绪一下子有些失控。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张张熟悉
的脸庞，用尽气力向大家喊：“一家
不圆万家圆，同志们，我今天向你们
致敬！”

有种团圆，近在心底远在天边
■王雪振 冯 毅

春节期间，朋友圈被各种有关军

人的暖心报道刷屏：边防官兵给亲人

寄去亲手制作的礼物；武警战士在执

勤岗位上向偶遇的父母敬礼……从西

北边关到南海岛礁，坚守在岗位上的

军人给了这个新春不一样的温暖。

军人也有家，军人也有情，但为了

国家的安宁、人民的幸福，在万家团圆

的新春佳节，军人必须挺立在哨位上。

军中男儿也有情。没有人不想

家，对于常年在外的军人来说，即使

早已习惯了离家万里、天各一方，但

在这个万家团圆的节日，心底被刻意

掩藏的思念仍会不可抑制的蔓延。

但偾张的情感终归会弥散在紧张

的战位上，化为巡逻时的高度警惕、

哨位上的挺拔身姿、机房中的阵阵按

键、任务时的浃背汗水……一道道军

绿色的忙碌身影，汇聚成一股暖流，

让人肃然起敬、心怀激荡。

一家不圆万家圆。军人不能团圆

的背后，是肩上如山使命催发出的家

国情怀。

中国人自古注重家国情怀，“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无数人毕生的

追求。家国情怀是一种自家而国的情

感共鸣和心灵感触，也是历史的传承

和文化的延续。

纵观历史，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

独清”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从韩愈的“大丈夫

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到文

天祥的“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

打萍”，从黄宗羲的“出仕为天下”到顾

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一不

饱含着家国情怀。

于军人而言，家国情怀是一种内

生动力。和平年代，军人平时在训

练、执勤、放哨中头顶边关月，心系

天下安；遇到重大灾害时挺身而上，

护一方平安。我们无法忘记，牺牲的

飞行员为避开人口密集区错过最佳逃

生时间；我们不能忘怀，大国重器赢

来欢呼的背后是一位位无名英雄夜以

继日的科研攻关；我们难以忘却，一

个个普通的名字在异国他乡用生命捍

卫祖国的尊严……

每每于此，总感觉有一种力量

让人热泪盈眶，有一种感动让人深

刻铭记。这群被人民称之为“最可

爱的人”，他们也有亲人、有困难，

但在“家”和“国”利益中，他们

和他们的亲人往往义无反顾地选择

了后者。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对军人来说，时代可以变，环境

可以变，不变的是忠诚和奉献。这就

是军人的家国情怀。

军人的
家国情怀

■周该成

声 音

延伸阅读

大年三十，新疆军区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官兵乘马巡逻。 刘武鹏摄

聚焦军人“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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