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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在海上漂泊了106天，舰艇刚靠

岸，年假超期未休的少校周海涛接到

上级的第一个命令是“回家”。

征尘未洗，他换上那套黑裤子和

白衬衫。这是他上次离家时穿的，距

今347天。

连队距家不近不远，高铁仅2小

时。靠着车窗，他无心看窗外美景，心

里始终在打鼓，脑海里如列车般高速

划过儿子粉嫩的小脸蛋儿。

儿子出生579天，他陪伴儿子总共

23天。他断定，相聚又是认亲的过程。

到了小区门口，他大步流星。远远

地，看到妻子怀抱着儿子在楼下嬉玩。

妻子背对着他，儿子的小脑袋伏在妻子

肩上，正与自己对个照面。20米的距

离，他满脸堆笑，一步一步走得拘谨。

儿子似乎察觉到前方目标，盯着

他。突然，张开双臂，冲自己笑。小嘴

儿一张一合，虽未发出任何声音，但从

口型看，一定是那两个字。

周海涛立即加快步伐，来到儿子面

前，伸出头，迎合儿子的拥抱。儿子“嘻

嘻”笑了，他鼻头一酸，仰头看天……

他从背后搂住妻子，妻子惊喜地

回过头，喜不自禁地说：“儿子，这是爸

爸，记得吗？快叫！”

儿子直勾勾地看着他，小手不停

地摩挲着这张陌生又熟悉的脸。

新锐故事手

我的“专柜”，我做主

谢贵杨 陆军第 74集团军

某旅副连长

文学主张：一日长于百年，千
年短于一瞬——文学的魅力全在
造化之功。

作者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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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车、突击车、自行火炮……车

队如一条长龙，穿城而过。

部队远程机动演练途中，沐阳海

发现，行驶的车队正好经过他家门口

的那条路。他顿时激动。

“爸妈！”50米开外，熟悉的身

影闯入眼帘。“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车

队里？清一色的军绿车，咋能看得

见我……”情急之下，沐阳海扯掉左

胳膊上的红袖标，稍稍伸出窗外。袖

标随风摇摆，上下翻腾。

“嗡嗡嗡……”车队依旧保持匀速

前进，慢慢缩短了和父母的距离。沐

阳海看到父母站在路边，紧紧盯着从

面前经过的每一辆车，不住地挥手，露

出甜甜的笑容。

沐阳海左手轻摇袖标，右手敬着

军礼。他乘坐的军车从父母面前一秒

驶过。父母依旧挥手在笑，彼时，他们

相距一米、相逢一瞬。

到达任务区，沐阳海第一时间拨

通父母的电话。“爸，下午坐军车上，看

到你和我妈在路边，你们看到我没？”

“啊？你们部队的？”父亲稍有犹

疑，立马改口，说得眉飞色舞：“哦！看

到了、看到了，很气派、很帅气，还看见

你给我们敬军礼……”

“儿子在车上？敬军礼？你看到

啦？车上的孩子们都在敬军礼。”母亲

似乎是惊喜，和父亲絮叨的声音传到

了沐阳海耳中。他突然明白，这是等

待，绝非不期而遇。

插图 朱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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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他老邴。
老邴临走前又跟我说：“功成不必

在我。”
在连队渐入佳境的时候，老邴转业

了。他没有任何怨言，还特意来跟我道
了个别。

老邴和我同年来到连队，他从排长
到指导员，历经连队浮沉。八年时间里，
一个嘉奖都没有。我经常打趣道，都连
队的老人了，连个功都没有。他也不生
气，跟上一句：“连史里有我就行。”

那几年，连队还在低谷，老邴做检
查成了常事。他也不计较丢不丢人，做
完检查，继续脚踏实地做事。

支委会上，他斩钉截铁地说：“不
立不切实际的目标，不争轻率冒进的成
绩，踏实干一件事，我就不信干不成。”

久而久之，兵们都学着他的样子，
磕掉牙，和血吞。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连队竟
然大有起色。

后来，我还是跟着老邴演习。训练
间隙，我们偶尔躺在车板上，看看星
星。
“我是不是不够上进？”他突然问

我，我没回答。
老兵小曲来电话问：“连队拿先进

了吗？”他说：“拿了。”那是小曲退伍
半年以后。

小曲是连队的通信员，也是我的车

长。那批兵，在旅队合编之后，硬是
“正面突击”，在建制单位数量多了一倍
的情况下，拿了先进连队的荣誉。退伍
时，那批兵又甘愿让出评功资格，只留
下了一墙的荣誉。

小曲后来对我说：“老邴看似平
稳、不争，实则是一咬钉嚼铁汉，干的
都是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

就这样，连队一天天好起来。
年底评功，老邴还是死活不要那个

三等功。大家都知道，那个三等功对于
一个面临转业的干部意味着什么。他
说：“连队还需要培养人才，留给更需
要的人。”

临走前，他来看我，喃喃地说：
“连队马上要换装，咱俩没立什么大
功，但在我们手里，连队训练水平上去
了，这就足够。”我默默地听着。

老邴走了没多久，新装备就到位
了。车库前，十几辆新式步战车，整齐
列阵。车库里，我独自一人想念老邴。
“现授予你新式步战车一辆，战斗

编号 2103。”授装仪式上，我仿佛看到
过去的自己在草原上撒了缰驰骋。
“功成必定有我”，这是我和老邴的

故事，我的战斗编号是2103。

战斗编号
■刘 盾

军营新传

非虚构的时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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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连长揉了揉紧皱的眉头，才下眉
头，又上心头：营里组织建制连武装 5公
里比武，“刺刀连”向来力拔头筹，这次竟
让三连夺了冠……

突然，身后的欢呼声打断了他的思
绪，“张天把李班长赢啦！”
“列兵赢了老班长？”马连长转过身，

走到一排枪支分解结合训练场地，问李
军胜：“你输给了自己带的兵？”
“失误，输了几秒……”李军胜挠挠头。
曾在全旅三种枪支无光条件下大部

件分解结合课目上拿第一的李军胜能
输？想到连队比武失利，马连长心底不
由得蹿起一团火焰。
“这么厉害，来，让我和张天过过招。”

马连长看着张天说：“把我赢了，你就作为
连队的种子选手参加营里的比武。”
“连长，这局是我赢得侥幸。”
马连长二话不说，把步枪、手枪和轻

机枪摆上操作台，蒙上眼。张天望着连
长的“黑脸”，手心浸出了汗。
“我来计时。”李军胜拿起秒表喊道：

“开始！”
卸下弹夹、拔出插销、分离枪身……
“好！”
“连长，2分 01秒！”

“好！”
“张天，2分 05秒！”
操作台上，六支枪原样摆放，李军胜

带着人检查枪支分解结合状况，“张天有
一个插销没有插进去。”

摘下眼罩，张天瞄了一眼面前的枪
支，攥紧的拳头又无力地松开。
“李班长，这局算不算我赢了你？”马

连长像是在诘难，看到李军胜脸“唰”地
一下红了，继续说道：“‘刺刀连’的兵从
来都是刀锋，能拿第一，就绝不拿第二，
继续训练吧！”
“连长，下午训练结束前，能不能再

和您比一次？”张天鼓起勇气看着连长。
“好样的，我等你！”马连长心里舒

坦了，心想，“哪天得和三连单独较量一
把……”

这时，李军胜发话了：“连长，这局我
肯定赢你！”他拿起枪支递给张天，“走，
班长再教你几个绝活！”
“一排长，快给我找几个能手，我也

练练……”
下午，训练结束前，同样的地点，全连

官兵围拢过来，马连长和张天再次较量，
枪支的零部件好像在刀锋上飞舞……
“张天，1分 50秒获胜！”“连长用时，

1分 54秒！”兵们欢腾起来。
马连长摘下眼罩，推窗而望——细

雨中，那尊“连魂石”和镂刻在上面的“敢
为刀锋、血战到底”被雨水冲刷得鲜亮。

插图 朱 凡

敢为刀锋
■夏董财

淮河湾里传出一阵阵水浪冲击冰
层破裂的声音。离渡口不远的一个小
庵棚里，睡着一个摆渡老汉。听到声
音，他警觉地披衣走出庵棚，眼前一片
漆黑，他向水里望了望，感觉那条渡船
还在。没有星光，也没有风，淮河怎么
会破冰呢？

天太冷了，他冻得哆哆嗦嗦的，缩
着头走回屋，又钻进被窝睡着了。

当他第二次被河湾里“哗啦啦”的
水声吵醒的时候，远处已有鸡叫声。他
知道，大冷的天，河里又结冰，这个时候
不会有人过河，便翻身继续睡。这时，
隐隐的，他不仅听见了水声，好像还有
拖拉机的链轨从桥上轧过的声音，这些
奇怪的声音从水面上飘过来。他睡不
着了，深更半夜的，耳朵听邪了？再仔
细听，声音还很清晰，河里好像还真有
一座桥，压得河水一沉一浮的。河里的
任何响动都逃不过他这个淮河汉子的
眼睛，哪怕是夜里，在他心里都有一双
眼睛，比白天看得还清楚。

他起身披衣，在被窝里坐一会儿，以
为在做梦，揉了揉眼睛，觉得不像梦，河
里像是有人！于是，他穿上棉衣，蹑手蹑
脚猫腰向前边的河湾摸去。就在他蹀躞
着往前走的时候，听到有人喊道：“报告
排长，让我下去把它捞上来！”他差点吓
得瘫倒在地，嘴里冒出一句——这河湾
里是在过兵啊！

以前他还小，见过这里常有大兵过
河，穿黄衣服的，穿灰衣服的，还有穿长
袍短衫的，他们不是拿枪，就是扛刀，有
晚上过河的，也有白天过河的，他们都
是边过河边打枪，枪子儿响得像炒豆
子，砸在地上像雨点儿，谁也不敢伸头
出来看。可今夜大兵过河，咋没有一点
儿动静呢？

他笑了一下，都啥时候了，咋能把
解放军叫大兵呢？一定是解放军渡
河。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解放军渡
河，咋没个灯影呢？接着，他听到有人
跳水的声音，离自己很近，吓得他不敢
往前挪半步，想往回跑，发现自己的俩
腿也不听使唤了，整个人僵在那里，大
气也不敢出。

河水“哗啦啦”地一浪接一浪向岸
上扑去，冰凌块儿发出脆响，直往摆渡

老汉耳朵眼里钻。天气太冷了，他抱紧
了膀子，缩成一团。心想，这天都快冷
死人了，越想心里越害怕。按说，摆渡
人胆最大，因为常年在河里摆渡，啥没
遇上过啊？可是，今晚的这情景，他弄
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

这时，他又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凭他从小在淮河边长大的感觉断定，这
声音像是一个人从水底冒出来的：“快，
给我一根绳子，我摸到跳板了。”
“哗——”像是有绳子撒落到水里。
“咕嘟”，他又听到有人潜水的声音。
当他断定这是有人在河湾里活动

的时候，他突然胆子大了起来，要真是
解放军渡河，说不定还能帮上忙呢。他
忽地一下从地上站起来，向着有声音的
方向奔去。
“站住！”哨兵喊住了正在往前奔走

的摆渡老汉。
老汉“咯噔”一下站在那里，不敢往

前走，也不敢往后挪步，整个人像定在
了那里。

哨兵又问：“干什么的？”
老汉结巴了半天回答道：“摆……

摆……摆渡的。”
这时，天也渐渐有了点亮色，老汉

看见有一辆装着火炮的汽车，前轮搁在
浮桥上，而汽车的后轮还在码头上，有
几个穿军装的人拽着一根绳子。不一
会儿，有人光着膀子从河里冒了出来，
刚一露头就对岸上那几个拽绳子的人
说：“好了，拉吧！”

于是，几个人用力把一大块厚重的
铁家伙从河里拽了上来，然后几个人钻
进汽车底下，把铁家伙搭在码头与浮桥
的连接处。这边刚一搭好，几个当兵的
跳上岸，指挥那辆汽车。也没有听见汽
车的发动声，只听得河水“哗啦啦”地向
岸上扑的声音，汽车一会儿就消失了。
摆渡老汉隐约看见河对岸像是有十好
几辆汽车的影子，老汉不明白，这些当
兵的，咋恁会节省汽油？天这么黑，又
这么冷，连灯都舍不得打开，他们这是
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汽车刚一开走，眼见得河湾里的一
座浮桥像是被一头庞大的黑色动物给
吞掉似的，转眼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
老汉的脚冻得有点麻木，天也刚好亮了
起来，他来到码头上，这里瞅瞅，那里看
看，没发现解放军过河留下丁点儿痕
迹，比如，汽车发动时地面上留下黑乎
乎的机油等。

他就不明白，自己穿着棉衣棉裤，还
穿着棉鞋，都冻得手都没地儿搁，那个当

兵的，十冬腊月里，下到冰冷刺骨的河里
拴绳子捞跳板，说不冷？那才怪哩！

摆渡老汉蹲在码头上，像是经历了
传说中神兵渡河的故事。这时，对面有
人喊：“摆渡了！”他从地上起身，腰间被
一个硬硬的东西硌了下，他好像突然想
起了什么，猛地拍了一下头，在心里骂
道：“你这个混蛋，明明揣着一壶酒，夜里
那个兵从河里出来，咋忘记把酒递给他
喝几口呢？冬天喝酒暖身子。”

他一边骂，一边摇头，自己都被端
枪的哨兵震住了，想不起腰里还有一壶
酒。

他从腰间摸出酒壶，拔掉塞子，“咕
嘟咕嘟”喝下几口，立刻觉得身子暖和
了，脚底下也有了劲儿，然后就去摆渡
了。

顶着凛冽的寒风，灰蒙蒙的对岸已
经有人在等船。他的船还没有靠岸，老
远就喷着酒气问岸上要渡河的人：“你
们从那边过来，可看见有解放军的车队
过去吗？”

岸上的人很快就把话撂上了船头：
“没看到，可是，路边上结的一层霜，好
像有车轮印子轧过。”

等人都跳上了船，老汉一边摆渡，
一边说：“昨夜里，解放军就是从这里渡
河过去的，我就看到最后一辆车过河，
车上还架着一门火炮，他们还在这河湾
里架了浮桥。”

他一手摇橹，一手朝不远处的水面
上指着说：“你们说说看，他们那么多辆
汽车过河，咋就没有一点动静呢？等我
后半夜醒来才知道，他们桥也拆了，连
人带汽车都没了影儿。”

他又这样说：“你们说说看，解放军
的大部队过河都跟刮风一样快，要是打
起仗来，哪还会有敌人还手的机会啊！”

太阳升起老高了。淮河湾里多少
年都没有见过部队渡河了，昨夜里解放
军架着炮车渡淮河的事，很快就成为来
往过渡人争相传说的故事，都在心里猜
测，是实战演习吧？但没有一个人说出
来。有当过兵的人说，一定是舟桥部队
在这里演习。

摆渡老汉已经在淮河湾里来来回
回渡过了好多人，每摆渡一船人，都会
有人问他：“听说夜里有解放军从这里
过河，你知道吗？”

摆渡老汉就神秘地一笑，绘声绘色
地把亲眼看到解放军最后一辆炮车过
河的惊险情形，添油加醋地一遍遍说出
来，说得听的人都竖起耳朵，听了还想
听，像是听上了瘾……

最后一辆炮车通过
■■李 芳

隔着冰河的，是七月
骄阳。

小暑下的高原、山岳、
丛林……逆光，空气在燃
烧。龙腾虎跃处，地上蹿
起一个个豆大的爆破点。

如果说，俯瞰大地，
山，就是微微的凸起；水，
则是浅浅的凹陷。那顺势
看去，大练三伏官兵涔涔
而下的汗珠子，一滴滴砸
在土地上，“哧”地溅起一
股尘烟，就是我眼中军人
的“汗滴禾下土”。

一滴滴汗珠，密而骤，
殊不知其几千万颗。顷刻
间，“哗啦啦”点燃了炙热
的土地。

现在，你汗流浃背地
从训练场归来，我们为你
递上这个冰爽的故事。

固然，文章合为时而
著，这不是“开错季节的
花”，也不是剪辑错了时
令。想当年，曹操带兵打
张绣，一路行军，火辣辣的
太阳当头照，将士皆渴。
他心生一计，抽出令旗指
道：“前方有梅林！”军士闻
之，口皆生津，由是不渴。

故事有颜色，亦有温
度，当然也有味道。我们
讲冰河的故事，意在版面
上生出一片盎然的“梅
林”，清风徐来，果香四溢，
飨读者以清凉，以神怡，濯
洗一身征尘。这也是故事
的一大功用吧！

那么，本周故事会开
讲，通关口令便是：
“铁马！”
“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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