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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联勤保障中心部分仓库地处
大山深处。这里树木青葱，人烟稀
少，手机信号更是时有时无。虽然物
质生活水平不高，但这里并非文化的
荒漠。

桂北山区，某油料仓库有一支特别
的打击乐队。
“特”在何处？原来，这支由 15人组

成的乐队，乐器不仅有锣鼓，还有 12个
大小不一的油桶，号称“油桶打击乐队”。
“没想到空油桶还能这么玩！”很多人

第一次看乐队演出都禁不住为官兵的别
出心裁而赞叹。

演出现场，舞台居中偏后位置架着
一架大鼓，下士高明辉背对观众投入地
敲打着，他笑称自己是“carry”整场表演
节奏的核心。

余下的 14名战士分成两个阵型，以
高明辉为轴左右排开。两个方桶居前，
中间是两个中型油桶和一面鼓，后面是
两个大型油桶。两个阵型皆是如此。
“我们的阵型可是有讲究的哩。”乐

队“灵魂鼓手”高明辉得意地介绍：中型
油桶发出的声响最持久响亮，比较接近
锣鼓的声音，因此和锣鼓一起放在中
间；大油桶声音低沉，放在舞台靠后位
置，更显穿透力；方桶由于体积小不占
地方，声音干脆尖锐，置于阵型前方。

战士们有节奏地敲打着油桶，并伴
着“鼓”点起舞，不时喊出“嘿嘿”声，演
出气势如虹。

这边油桶打击乐队打出名气，那边
某野战输油管线大队的官兵不服气：
“谁还没有个特色节目呀？”

大队官兵的自信不无道理，他们自
编自导自演的舞台剧“管线尖兵舞”曾
获全军业余文化比赛三等奖，看过的人
无不拍手叫绝。

音乐响起，十余名官兵肩扛模拟管
线依次登场。只见其中 6名战士两人一
组，抱着管线匍匐前进模拟管线搬运。
随着舞台变暗，灯光开始闪烁，战士们
迅速变换队形，扛着管线奔跑、铺设。
在紧张的音乐和闪烁的灯光渲染中，战
士们动作紧凑有力，配合默契，宛如一
部运行缜密的机器，舞蹈动作舒展大
气，充满美感……

这部取材于官兵训练生活的舞台

剧设想刚被提出，便受到大队领导支
持，专门聘请专业舞蹈老师过来指导编
排。官兵纷纷贡献创意，上士崔旭东作
为技术指导，全程参与编排，在舞蹈中
融入大量训练元素。

除了打击乐和舞蹈这样动感的节
目，大山里还有另一种静态的“文艺”。

走进驻湘某综合仓库的“艺之坊”，
石雕、竹雕、标本、漫画等各种“工艺品”
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司务长李勇
正拿着抹布细心地擦拭这些“宝贝”。

那年休假回来，学过雕刻的他带回
电钻、砂轮等一套工具，用了一个周末
时间给操场的石头穿上“新衣”。周一
出操，官兵们看到石头上“有灵魂、有本
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字样，纷纷对他
竖起大拇指。

李勇一“刻”成名，拜师的人也多
了起来。在他的带动下，很快，库区里
的石头也刻上了字。再后来，大家不
仅在石头上雕刻，还砍来竹子制成竹
片，刻字描红上清漆，一番忙碌过后，
一排古色古香的竹简工艺品呈现在大
家面前。
“官兵的作品是我们仓库的宝贝，

要收集起来！”看到越来越多作品诞生，

时任保管队教导员的黄明果断拍板。
于是，专供官兵摆放雕刻品的“艺之坊”
应运而生。

大学生士兵李佳辉刚分到保管队
时，被“艺之坊”里的作品深深打动了，
没想到大山沟里竟然还有这么有文化
的地方。学美术的他决定把仓库兵的
一日生活记录下来。不久，一幅幅体现
官兵训练、学习、生活的漫画便出现在
“艺之坊”的墙壁上。

如今“艺之坊”不仅有雕刻品，还多
了标本、书画、摄影作品……俨然成了
官兵接受文化熏陶的场所。大家在对
一件件“工艺品”的鉴赏中，也品出了大
山深处不一样的快乐。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没有铁
马秋风，也无边关冷月，深山仓库的生
活平凡无奇。但这群大山深处的“文艺
兵”用行动告诉我们，平凡之中从不缺
乏美，只要对生活处处留心，即使身处
寂寞高山同样也能创造快乐，守山的日
子一样可以过成诗。

上图为“管线尖兵舞”演出现场、

“艺之坊”作品展览及“油桶打击乐队”

排练场景。图片由作者提供。

制图：亚 军

装点深山的青春之美
■林 铎 张 红 特约记者 黄 翊

赏 析 ■宫 铭

悦读时光·美文不厌百回读

“悦读时光”第十四束光，带来台湾散文家林清玄的《桃花心木》。
温室中的花朵经不起风雨的打击，怯懦的雏鹰体会不到翱翔苍穹的自由。林清

玄先生就像一位慈祥的长者，将一则小小的故事娓娓道来，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
理—逆境使人成长。

当下，新排长们已经开始了集训，挫折与困难在所难免。当你感慨时运不济时，不
妨换一个角度想一想，这未尝不是一个考验。成长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试着感
恩逆境，去磨砺一颗坚强勇敢、独立自主的心吧！ （奕 麟）

刀子嘴豆腐心
■曹希阳

常听到有人抱怨“咳！真倒

霉”“不顺的怎么总是我”，甚至新

生的网络红词“水逆”，也在表达

着诸事不顺的境遇。那些出现

在生命中的“逆境”，似乎没有几

个人喜欢。

实际上，我们每一次的成

长、转变、进步和成功，都少不了

“逆境”的存在。就像桃花心木

苗寻找水源、拼命扎根、适应环

境和茁壮生长，都少不了干涸的

陪伴一样。真正成功者，都没少

经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的考验。换个

角度想，那些困难的环境、“压力

山大”的工作、屡战屡败的经历，

恰恰都是激发斗志、逼迫我们不

断向前的“苦口良药”。

还记得军校时的一次体能

训练，骄阳似火，一名战友双腿

上竟然还缠着沙袋。他说：“训

练时缠着沙袋能达到合格，那么

将沙袋去掉时，我将健步如飞，

成绩必然会是优秀！”毕业后，当

我被繁重的任务压得气喘吁吁

时，我便会想起战友腿上缠着的

沙袋。然后，告诉自己，咬牙挺

过去，便是柳暗花明。

昨天走在路上，载着新毕业

学员的班车恰巧从我面前驶

过。望着车窗内一个个带着好

奇左顾右盼的年轻面孔，我仿佛

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在如今改革强军的大背景

下，这一棵棵“桃花心木苗”离开

象牙塔，步入大熔炉，注定要面

对更加严峻的挑战，经历更加艰

苦的磨炼。唯有学会与“逆境”

为友，化压力为动力，化坎坷为

感恩，才能将根系深扎军营，长

成参天大树。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面对逆境，少些抱怨与愤懑，而

是去感恩征途中遇到的逆流，努

力成为自己命运的掌舵者，那么

我们终会望到星辰，到达大海。

感恩“逆境”

我住在乡下时，天天都会在桃
花心木苗旁的小路上散步，种树苗
的人偶尔会来家里喝茶。他有时早
上来，有时下午来，时间也不一定。

……
我忍不住问他：到底应该什么

时间来？多久浇一次水？桃花心木
为什么无缘无故会枯萎？如果你每
天来浇水，桃花心木苗应该不会枯
萎吧？

种树的人笑了，他说：“种树不
是种菜或种稻子，种树是百年的基
业，不像青菜几个星期就可以收
成。所以，树木自己要学会在土里
找水源。我浇水只是模仿老天下
雨，老天下雨是算不准的，他几天下

一次？上午或下午？一次下多少？
如果无法在这种不确定中汲水生
长，树苗自然就枯萎了。但是，在不
确定中找到水源、拼命扎根的树，长
成百年的大树就不成问题了。”

种树人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
每天都来浇水，每天定时浇一定的
量，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根就会
浮在地表上，无法深入地下，一旦我
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得更多。幸
而存活的树苗，遇到狂风暴雨，也会
一吹就倒。”

种树人的一番话，使我非常感
动。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
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
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
心。在不确定中，就能学会把很少
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
长。

现在，窗前的桃花心木苗已经
长得与屋顶一般高，是那么优雅自
在，显示出勃勃生机。

种树的人不再来了，桃花心木
也不会枯萎了。

桃花心木
(节选)

■林清玄

津津乐道

快乐军营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

跑……”大清早，我一个人在操场上一

字一顿地练发音。

“嘿，嘛呢？”隔壁连队的同年兵老

王来凑热闹。

还能干嘛，为了当好主持人正在努

力呗！

话说，那天指导员找到我，说老兵

退伍前，连队要搞一个欢送晚会。

“太好了，坚决听从组织安排，您让

我唱几首，就唱几首！”我也没啥别的业

余爱好，训练之余就爱唱歌，一听说办

晚会，我这个“活跃分子”就兴奋起来。

“今年别唱了，看你形象好、气质

佳，身高接近一米八，当主持人肯定没

问题。”

“主持人？”虽然我很赞同指导员的

评价，可是，我心中却有块“永远的

痛”——

有一次演讲比赛，最后一句，我铆

足了劲：“是金子，迟早会花（发）光的！”

这让战友笑了大半年。

“指导员，你知道的我普通话不好，

有时候连福建、‘胡建’都没搞明白呢！”

“没事，提前排练排练，这有啥难

的。”

也对，排练一下应该没啥大问题，

而且，按照往年惯例，很有可能空降一

位女神主持……好吧，我答应！

“指导员，我的搭档是谁呢？”

什么？刘大泉？我没听错吧，居然

是连队的另一个“活跃分子”，一个“东

北银”！一口吐沫一个钉，既然答应了，

只好硬着头皮上。

我跟大泉商量，咱们当主持人，得

先把普通话练好了，一定不能闹笑话。

怎么练？网上说了，练普通话的最高境

界就是绕口令。对，咱们就从“八百标

兵”开始。

几天“花混（发奋）”努力后，我们凑

在一起对台词，“父（互）相伤害”才真正

开始。我一个“灰（非）常”，他一句“咋

地”。唉，这二十多年的习惯真不是说

改就能改掉的。

“指导员，这个真不行……”我们找

到指导员“吐苦水”。“这个必须行，再

说，普通话标不标准不是最关键的，把

气氛调动起来，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早说嘛，这下我们放下了包袱，还

特意把方言元素融入主持中。

晚会现场，战友自编自演的小节目

精彩纷呈，独具特色的串词也为晚会增

色不少，几句经典的方言逗得战友们捧

腹大笑。闽南口音唱东北“二人转”，东

北方言哼闽剧，晚会刮起混搭风……最

后，我们还来了一个freestyle（即兴发

挥），让战友用自己的家乡话为老兵送

上祝福。

大家直呼，笑声和泪水齐飞，晚会

很燃很走心。这正是：五湖四海聚军

营，摸爬滚打成弟兄。南腔北调一支

歌，一生不忘战友情。

（王向科、王纪召整理）

南腔北调一支歌
■空降兵某旅中士 许接昌

近日，正在野外驻训

的新疆军区某师防化营

烟火连利用训练间隙组

织官兵进行互动游戏，缓

解官兵训练压力。图为

该连官兵正在进行“欢乐

斗鸡”。瞧，班长蔺正苗

（前排左一）灵活运用战

术，轻巧地避开战士王春

生和薛思明两人的夹击，

引来战友一片欢笑。

胡亚军摄

只要处处留心，身处寂寞深山也能创造快乐。小

乐就发现，深山仓库有群“文艺兵”，他们别出心裁的创

意，让守山时光充满属于军人特有的质感—

一说起连里会唱歌的人，大家肯定
首推排长戴立涛。拉练途中、假日晚
会、合唱比赛，甚至是洗澡间里，那一首
首小曲儿从他嘴里唱出来总能带给人
快乐。

要想听好歌，那得搭好台。戴立涛
的“出场费”说高也高，说不高也不高，
就一条——逢唱必有麦克风。大家都
说，“戴麦霸”的名头实至名归。

办晚会、搞合唱，区区一支话筒，那
都不叫事。可是一出去野营驻训，走打
吃住藏，除了打仗的家伙事，大家都是
“身无长物”。为了找这么一支话筒，可
是出了不少乐子。
“加把劲，还有十分钟就能休息

了。”训练场地干又硬，一眼望去净是碎
石，走起来硌脚，刨起来费手，野战筑城
别提有多痛苦。甩甩酸痛的手，扭扭麻
木的腰，看着“不成器”的野战工事，战
友们休息片刻再战。

刚刚坐下，不知谁在人群里喊了一
句：“老戴，唱首歌吧。”一听有“粉丝”要
求自己献唱，戴立涛头一昂：“我要麦克
风！”“这荒郊野岭的，风刮得不小，但
‘麦克风’可刮不出来。”戴立涛手一摆：

“没麦，我找不到感觉。”
指导员花鹏灵机一动，顺手递上工

兵镐：“将就一下，这沾着泥土的‘话筒’
最接地气儿！”

说唱就唱，戴立涛接过“麦克风”：
“一首《倔强》送给大家，挖工事，咱就得
‘倔强’！”一首充满力量的歌，让那天挖
工事的战友干得更起劲了。

说来，除了“被拉歌”，戴立涛也有
主动献唱的时候。有阵子，忽然听不到
同班战友小罗蒙在被子里嘀嘀咕咕打
电话的声音了。白天，小罗也像是霜打
的茄子，茶不思，饭不想。不用说，肯定
是感情失利了。

为了让小罗打起精神，班里开了个
“诸葛亮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越说
越没了主意。忽然，戴立涛眼前一亮：
“有了，劝人的话不好明说，但是歌有现
成的啊，我给小罗的女朋友唱一首《洋
葱》。”大家一听，都觉得这事有戏。知
道“戴麦霸”唱歌少不了麦克风，这次班
长龚新宇特意借来一支录音笔。

用上了真家伙，戴立涛开始录歌。
前前后后录了十几次，终于录出了“完
美版”。班长打通女孩的电话：“你好，
我们是小罗的战友，我们有首歌送给
你。”一首深情的《洋葱》就这样通过无
线电波传到了千里之外。没过几天，小
罗又开始嘀嘀咕咕在被子里说悄悄话
了……

“麦霸”戴立涛
■董怀银 熊 浩

乐 天 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