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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情相悦

家庭秀
白雪/山巅朝圣/我的心和你盛

开的表白重逢/嫁给我吧/那闪电的

刹那/让蓝天风起云涌

高原为证/你/在天涯/天涯就是

家/欢呼声里/我笑出的羞涩的格桑

花/就是回答

近日，来自山东高

密的军嫂陆晓晖辗转

近万公里来到阿里高原，探望驻守

在这里的丈夫、陆军某边防团波林

边防连连长高世明。没想到，高世

明在战友们的见证下，补给了妻子

一直心心念念的高原求婚。突如

其来的幸福，让陆晓晖羞红了脸

庞。

张宪波/文 刘晓东/图■

定格

璇姐私聊

扫码阅读更精彩

夜，像一张缀满钻石的黑天鹅绒
毯，温柔地覆盖下来。微凉的月光静
静地钻过茂密的龙眼树枝叶，投射在
树下一对背靠背的眷侣身上。
“你说你无悔，这军装穿过一回；你

说你无悔，这岁月铸成丰碑……”在这北
部湾海岸边驻守了20年的老兵李芝刚，
抱着那把与他同兵龄的木吉他，正深情
地为妻子董娟弹唱着这首《老兵无悔》。

听着久违的歌声，董娟的眸子里闪
动着惊喜，也闪烁着泪光。结婚8年多
了，这是她第三次听李芝刚弹吉他。

第一次是在2010年的初冬，李芝刚
和董娟选择了在老兵退伍那天结婚。
送别战友的伤感和喜结连理的喜悦掺
杂在一起，颇有些违和。可李芝刚不这
么想：“战友如同亲人，部队就是家。我
的喜事，家人都不能缺席。”那天，李芝刚
弹唱了一首温情老歌——《万水千山总
是情》。那一刻，妻子和老兵们都忍不住
潸然泪下。

千禧年前后，军营文化生活日益
丰富。业余时间，官兵们喜欢打牌、下
棋、钓鱼、踢球，而从小就钟情音乐的
李芝刚选择了玩吉他。每逢周末，只
要李芝刚手指一拨弦，好多战友闻声
便都跑来欣赏。

李芝刚不仅吉他弹得好，专业技能
也是单位的佼佼者。结婚后，为了离丈
夫近一些，董娟随军来到部队，在驻地
的农科所上班。可肩负装备研究重任
的李芝刚，一年到头都忙着工作。夫妻
俩近在咫尺，却似远在天涯，难得见面，
更别提听李芝刚的吉他声了。

董娟清楚地记得，第二次听李芝
刚弹吉他，是在部队的一次文艺晚会
上。那天是 5月 20日，单位领导提前
把董娟请来当神秘嘉宾，为的就是给
这一对为部队建设奉献牺牲许多的夫
妻来个浪漫的惊喜。当李芝刚的一首
《海阔天空》刚刚结束，台下突然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还伴着热烈的欢
呼。心下奇怪的李芝刚一回头，这才
看到妻子董娟正在自己身后，手捧鲜
花、眼含热泪地望着自己。幸福来得
太突然了！那天，李芝刚深情地拥抱
了自己的妻子，在她耳边悄悄说了那
三个字。

转眼，今年就到了三级军士长服役
的最后一年，李芝刚又到了纠结的选择
时刻。是继续留在部队，发挥自己的所
学所长？还是回归家庭，把8年多的亲
情爱情欠账还上？

这天晚上，李芝刚打电话给妻子：
“咱俩见一下吧，有首歌我想唱给你听。”

飘香的龙眼树下，董娟听着李芝刚
用他的烟嗓唱出的心事，也听出了他的
决定：“你说当兵有得有失，更多的是一
份欣慰；你说从军如诗如画，这像是生

命中一朵腊梅。噢，老兵，我知道你放

不开，你已和这山水相依相偎；我知道

你割不断，你已被这军旗缠住了心扉。”

“这是我第三次听你弹吉他，不知
第四次会是什么时候，但我想那一定
还是首军歌……”董娟的眼中，热泪奔
涌。她转过身，紧紧地依偎着李芝刚
那宽阔的背。那一刻，两颗心在吉他
声声中，跳成了一个节奏……

吉他声声
■黄自宏 王 杰

“亲爱的：我以一个战士的无畏奔
向特殊战场了，如果我躺在手术台上不
再醒来，请让我穿上军装长眠……”

2011 年的最后一天。读到这张纸
条时，大树正在重症监护室里与死神抗
争，我则按医嘱守在他病房里忐忑不
安。漫长的等待中，我把他挚爱的军装
当成护身符般捧在胸口，不停地触摸
着，眼前幻化的都是他与军装的一段段
过往。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青春年少的大
树，仅仅因为同桌男生穿了一件洗得发
白的旧军衣，成功聚焦了全班女生的目
光，便毅然决然地携笔从戎了。娘的牵
挂被他存储到了故乡的老宅里：“听说
西南边境正打仗呢，这孩子小小年纪咋
非要去当兵呢，这一旦上了战场啊，子
弹可是不长眼睛的……”一向不苟言笑
的大大（爹），却由心底发出了笑声：“哈
哈，这回我可放心了，有一身军装拘束
着他，看他还敢再支楞八叉的！”

大大带着回音的笑声，不仅直接覆
盖了老伴儿泪水涟涟的唠叨，还自行把
左右邻舍的人们都引逗到了自家小院
里来贺喜：“这小子当兵了就可以吃公
家的、穿公家的了，可以省下自己家的
布票、粮票接济他哥嫂了，多好的事儿
啊！”“哎呀，老嫂子，这有了一身军装壮
门面，将来不用下彩礼都能娶到俊媳
妇。恁还哭个啥叻？”在邻居们你一言
我一语的笑谈中，娘的脸上终于绽开了
如花般的笑颜。

大树新兵期间的军装是“71式”，俗
称“的确良”的新式面料。因其挺括、不
缩水、洗后易干、不易褪色的优点，深受
广大指战员的喜爱。当时，老百姓们还
都在凭布票购棉布缝制衣服。所以，
“的确良”军衣很快便成为当时的时尚。

入伍后，大树时不时就会收到亲朋
好友索要军衣的书信。在所有的求助
中，本家三哥的诉求，最令他难以拒
绝。两个人光着屁股一块长大，又都有
浓郁的军旅情结，只是报名应征时，三
哥没能过关体检。为了满足三哥的愿

望，大树唯有出操和执行任务时才舍得
穿新军装，平日里都是穿打着补丁的旧
衣爬障碍、练体能。如此这般地节俭了
3年，大树终于在缝缝补补中省出一件
全新军上衣和一顶军帽，寄给了三哥。

没多久，三哥便靠着这两件军品拿
下了同样痴迷军服的三嫂。好长一段
时间里，三哥的军帽便成了村里单身汉
们相亲的公共“道具”。邻村的老单身
汉李明听说戴着军帽相亲，成功率会特
别高，也托人来向三哥借。没想到，那
一次姑娘还真的就应允了婚事。谁知
到了娶亲那天，新娘子一看新郎没戴军
帽来迎娶，便撅着嘴质问：“你的军帽
呢？”吓得媒人马上差人飞车找三哥借
军帽才应了急。

大树当兵 4年后的第一次探家，便
穿上了 4个兜的军装和亮锃锃的军皮
鞋。这一身行头，在当年，是“提干”的
标志性符号。一时间，十里八村的媒婆
险些把他家门槛踏平。

我第一眼看到大树时，自然也被他
那一身军绿深深地吸引。异地恋的 3年
里，每当我俩闹矛盾时，大树便巧用一
个军棉帽、一个军挎包化解，并一步一
步地把我往军嫂队伍里拉近。最终，他
用一件军大衣求婚成功。

大树首次穿上配有上尉肩牌的夏
常服参加完学院升旗仪式回到家时，有
板有眼地在我面前来了一场阅兵式“独
角戏”，他在筒子楼的走廊里铿锵有力
地踢开了正步。直到同楼层的邻居都
探出了脑袋来围观打趣，他才溜进房
里。可那份兴奋依然“在线”，他嘚瑟：
“看我穿常服帅吧！刚才我行进在营区
时，就貌似走在三军仪仗队里一样，恨
不能每一步都能踢出千军万马的豪迈
来。”

大树晋升为少校后，开始配发马
裤呢面料的冬装。那种冬装厚重挺
括，上衣挂着全里，保暖性能很好，
但洗涤和熨烫相对麻烦。而幸运的

是，结婚前我曾在辽宁省某服装出口
专厂的包装车间工作过，对于高档服
装的熨烫整理有着独家秘籍，自然便
成了大树的“私人熨烫工”。每当有人
夸他的裤腿直得可以“跑火车”时，
他都颇为得意地说：“部队给我们配发
了这么高档的军装，就要整洁有型地
穿出军人的气势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管大树
如何挚爱他的一身军装，终究还是不能
在部队留一辈子。2003年，接到转业命
令时，他犹豫、彷徨了好一阵子。然而，
在命令面前，军人只有毫无条件地服
从。

到地方报到的前几天，大树把冬
装、夏装、作训服各留一套，让我清洗、
晾晒、熨烫整齐后，在衣柜里腾出一隅
专门摆放他的“军用品”，以留作永久的
纪念。

转业初始，他被安置在体育局负责
群众文化体育工作。很多人都羡慕他

二次择业去了一个好单位。可是，他却
主动申请去街道武装部工作，为的就是
当街道武装部长，可以穿类似军服的专
武干部服装。

做梦也想不到一向健康威武的大
树也会遭遇疾病侵害。可是，他偏偏
就在 50岁那年，在干部例行体检中被
查出低分化腺癌。我一下子就被这个
噩耗击倒了，他却异常乐观：“有啥好怕
的，从我穿上军装那天起，就把生死置
之度外了。”术前常规谈话中的多次风
险预告，吓得我魂不守舍。大树却没事
儿人一样跟护士耍贫嘴：“您就让我免
穿 10分钟病号服，让我换上军装亮相，
给你们看看我的帅气啦……”护士被
他磨得没办法，只好冲着我摇头叹
气：“见过爱穿军装的，却没见过躺在
病房里还非要穿军装的。”他见护士默
许，赶紧到洗手间换上军装，还庄重
地给我和护士敬了个军礼！估计，开
篇的那个纸条就是那一刻他偷偷塞进
军装衣兜的。

手术当天，他婉言谢绝护士用手术
车来接他，而是一个人气宇轩昂地唱着
《我是一个兵》走进了手术室。就在手
术后化疗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刻，他竟然
把儿子又送进了部队，让下一代来接续
他的军装情缘。或许，正是有了军装的
庇佑，他才奇迹般地康复了。

从一个年轻士兵成长为团职军官，
一身绿军装，大树一穿就是 25 年。71
式、85式、87式、99式军服，微缩了人民
军队日新月异的建设发展，也映照出了
他人生旅程中，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年
的绚丽时光。

2015 年“九三”大阅兵当天，大
树早早穿戴整齐武装部配发的 07式专
武干部服装，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
看阅兵直播。每支受阅部队走过天安
门时，他都跟随方阵队员一起敬礼，
活脱脱一个“石光荣”。看着他那份激
动与骄傲交杂的神情，我不禁在心底
感慨：我家的老兵呦，军装就是你的
生命啊！

军装，绝不仅仅是一身衣服那么简单。样式、颜色、用料、种类，无不记录着日益强盛的

国力军力，更承载着无数人珍藏于心底的军旅情愫—

老兵，军装就是你的“生命”
■孔昭凤

叠放整齐，

用心珍藏的一

套套军服，连缀

着老兵的岁月，

更凝结着老兵

的绿色情结。

孙宏韬摄

璇姐好：

我和之前的女朋友谈了整整 6

年，最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分开了。

虽然现在的女朋友对我很好，但我总

是会下意识地拿她和前任比较，总觉

得她“要是能像��那样就好了”。
我也知道，这样做对如今的她很不公

平，可我究竟如何才能不去想前任

呢？

第80集团军某旅中士 小 葛

葛班长，你好：

在和现任的交往过程中不由自主
地想到前任，也属正常。毕竟曾经的
用心付出，没那么容易忘记。

如果你的上一段恋爱，给了你一
些感情上的创伤。那么，请帮自己一
个忙——在开始寻觅下一个伴侣前，
最好先想办法沉淀疗伤。当复原进展
不错时，再开始寻找下一段恋情。否
则，你将无法自在地展现自己，也无法
全身心地接受他人。

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相伴
而生，按着“曾经沧海”的模子去“套”
你的现任，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个
人都是独一无二、不断成长的。即使
你曾认定前任是你完美的伴侣，也有
可能仅是她适合你过去和目前的
你。一旦你有所改变，有所成长，完
美伴侣就会变成“雾中花”，再也找不
到那种完美的感觉。因为曾经的完
美，拒绝更多的可能性，你只会把自
己锁在记忆的死海里，再也走不出
来。

每一段恋情有不同的打开方式，
千万不要用过去的经验去审视，甚至
苛求你的新伴侣。用尊重、耐心和包
容，呵护一颗不同的花种，自有另一种
美回馈你。

如果爱情是一场战役，拿着“前
任”的攻略，必然打不好现任的这一
仗。更何况，未来的日子里，你们还要
“并肩作战”。

夏季的川中某城，空气不光燥热
还黏稠，仿佛被炙烤大地的烈日困住
了腿脚。

火车站台上，几名戴着红色“雷锋服
务队”袖标的解放军官兵正来回穿梭着，
帮助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进站上车。厚
厚的迷彩服后背早就被汗水浸透，湿答
答的帽墙一贴到脖颈，就感觉一阵黏黏
的凉意，可没人能顾得上擦一把汗。
“快！5号车厢！马上要发车了！”

说话间，一名皮肤黝黑、面廓硬朗的上
尉提着一个粉红色的行李箱穿过检票
口，飞奔向停靠在不远处的列车。看样
子，箱子很沉。年轻的上尉脸涨得发
红，连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在他
身后，一名 20多岁的漂亮女生踩着一
双高跟鞋，磕磕绊绊地快步跟上。

终于上了车。上尉帮女生把沉甸
甸的箱子安置在行李架上，长长地舒了
一口气。“这箱子这么沉，你一个女孩子
家家的，怎么提得动啊？”
“真是太感谢你了，军哥！今天要不

是你帮忙，我估计要赶不上车啦！”说完，

女生的神色突然变得有些羞涩，小声地
告诉他：“这里面都是家乡的好吃的，带
给我男朋友的，他也是个当兵的！”
“哦？！”上尉笑了笑，又皱了皱眉，

好像想到了什么。“军嫂很伟大！”他低
声叹了一句，像是说给女生听的，又像
是说给自己听的。

下了列车，上尉这才感觉到湿透的
衣服多么湿黏。他索性把迷彩服脱下
来，两手一拧，汗水竟打湿了地面的一
块方砖。

抬手看了看手表，11点 25分，距离
妻子到站还有 40分钟。他立即招呼过
来一个排长：“小胡，部队由你带回。我
向营长请过假了，在这接你嫂子。”
“是！”一个标准的立正敬礼后，排长集
合队伍，带着战士们离开了。

站台上终于又安静了下来，上尉的
思绪也不禁回到了他与妻子年初分别
时的那天早上。

1月 9日，日子上尉记得清清楚楚，
因为就在前一天，他们刚领了结婚证。
因为部队有紧急驻训任务，上尉没法立

即休婚假，只能送妻子回老家。
“其实，我不想走。”妻子紧靠在上尉

的肩头，幽幽地说，声音温柔得像落在掌
心的雪。没等上尉开口，妻子接着又说：
“我知道你的任务重要，我走了，你好专
心干工作，等任务结束，我立马来看你！”

听着妻子宽宥的话，上尉虽心里有
一万句不舍，但终究没说出口，只是搂
着妻子的手更有力道了。

站台上的钟已经显示 11点 50分。
很快就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妻子了，上
尉的心突然狂跳起来，像与妻子初识时
那般。

那是在他们共同朋友的生日聚会
上。为了给朋友庆生，上尉送来了好吃
的罐装曲奇，她却带来了自己亲手烘焙
的曲奇饼干。众人哄笑，说上尉不如她
的心诚。
“你好，我叫迎冬。”上尉主动介绍

自己。“你好，我叫亦秋。”她回答。一秋
一冬，紧挨在一起的季节，预示着两个
人巧妙的缘分。后来，她便成了上尉的
妻子，她亲手烘焙的饼干，只有上尉一

人能吃到。
妻子的列车已经到站，出站的人们

行色匆匆，鱼贯而出。上尉瞪大了眼睛
左右扫描，可就是看不到妻子的影子。
“进去吧！”执勤的民警认出了这个

焦急的“雷锋服务队”上尉，示意他上站
台接人。上尉感激地冲民警点了点头，
便冲向站台。

远远地，妻子正费力地拖着一个大
号行李箱走来。看到上尉，那张疲惫的
脸上顿时绽放了笑颜。上尉几个箭步
冲了过去，接过了妻子手中的箱子。没
想到，那箱子竟比早上那个女生的还要
沉重。
“怎么带这么多东西？看把你累

的！”上尉嗔怪。“都是你爱吃、这边买不
到的。我在家都做成了半成品，装了真
空袋。这大半年，你一直都忙着训练，又
黑又瘦，我可得给你好好补补……”妻子
自顾自地絮叨着，而上尉已经眼眶通红。

他不知道，在妻子来时的站台上，
是否也会遇到和他一样的，戴着“雷锋
服务队”袖标的战友。

妻子的行李箱
■褚迎冬

前任的攻略，
打不好现任这一“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