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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涌的潮头，翻动着大海的一张张

日历。

时间有时过得很快。32年，在王

继才、王仕花眼中，也许就是海上倏忽

而过的一条渔船，还没来得及多看几眼

就已消失在海平线。

时间有时过得很慢。在开山岛上的

那个深夜，在酷热潮湿的环境下，在蚊

虫的阵阵袭扰下，记者平生第一次觉得

表针慢过蜗牛爬行，每分每秒都无比漫

长。

2018年9月1日，我们登上了开山

岛，在这里度过了一昼夜。我们走进王

继才和王仕花的家，体验他们32年坚

守海岛的滋味。

哪怕就是这短短的一昼夜，远离繁

华的城市，失去现代生活的便利，我们

还是感受到了很多不便、孤独和艰辛。

放慢脚步，一路缓行，从码头边到

苦楝树下，从灯塔上到菜园里，从老营

房到新浴室，从升旗台到荣誉室……我

们看到了很多，没有看到的更多；我们

感受到很多，没有感受到的更多。

那一天，天蓝云白，开山岛默默地

矗立在那里，灯塔巍然屹立，红旗迎风

招展。

我们看到了那棵最早在岛上安家的

苦楝树，却看不到他们当时种树的身

影。

我们看到了他们用来收听新闻的收

音机，却看不到他们如缕如烟的孤独。

我们看到了他们巡逻时用过的煤油

灯，却看不到寒冬冷夜里他们执著前行

的背影。

我们听到王仕花吟唱的《大海啊，

故乡》，却再也听不到王继才吼出的

《咱当兵的人》。

我们体会到烈日炎炎的暴晒，却领

略不到寒冬如刀割般的海风。

我们感知到蚊虫叮咬的痒痛，却感

受不到严重湿疹带来的彻夜难眠。

我们品尝到海水的滋味，却品味不

到他们32年如同与世隔绝般的苦涩。

我们回味着无花果果实的甜蜜，却

体味不到他们绿化小岛的艰辛。

我们升起了国旗，也试图找回他们

夫妇一人升旗、一人敬礼的庄严和神

圣。

登上开山岛，我们循着王继才留下

的印记，体味这0.013平方公里小岛上

的酸甜苦辣。我们走近王仕花，陪她回

忆与王继才在岛上度过的 32年岁月。

我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抵进他

们的世界。

这是我们的一天，他们的32年。

我们的一天，他们的32年
■本报记者 宫玉聪

9月1日14：30

开山岛码头

一场台风刚过，下一场台风即将来
临。

码头边，毛毛和小白早早地蹲在那
里，等待着王仕花的归来。这两只狗，自
出生就被王继才带到了岛上。

远远的，一排排依山而建的石头房
子进入记者视野，一面飘扬的五星红旗
格外醒目。

看到迎风招展的国旗，正在驾驶渔
船的船老大包正富告诉记者，以前每次
打鱼路过开山岛，只要看到国旗升起，渔
民们都会说，老王又在跟我们打招呼了。

渔船停靠码头的过程并不顺利。在岸
上看着风不大，可是海上的风浪颠簸得渔
船就是靠不上去。在绕行调整了几次后，
船舷重重地蹭在码头上，被撞出一个凹坑。

总算上岸了。开山岛距离大陆只有
12海里，为什么登岛却如此艰难？

船老大包正富告诉我们，这一个月
来，他接送了不少记者到开山岛采访，由
于受气象、风向和潮汐影响，其中有的等
了好几天都没上去。

就在我们出发的当天，4名上岛采
访的当地记者刚搭乘路过的渔船回到岸
上。此前，他们已经在岛上被困了两天
两夜。

3名民兵早已整齐列队，等待渔船
靠岸。不知何时，王仕花已站在了船舷
边。看到眼前的这座小岛，她原本黯淡
的眼神一下子有了光彩：这是她和王继
才守护了 32年的岛，是他们生活了 32年
的家。

登上码头，凭栏远眺。曾经，王继才
和王仕花一高一矮两个身影是这个码头
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许许多多的人曾上过岛，王继才夫
妇也无数次地早早等在这个码头上，把
最真诚的笑容留给来往的过客。

当客人们离开后，小岛恢复了安静，
留给这个码头的就只剩下深深的孤独。

如今，这道风景再也看不到了。

9月1日 15：40

苦楝树下

虽已入秋，夹杂着淡淡鱼腥味的海
风吹在身上，仍然让人感到潮湿闷热。
一棵碗口粗的苦楝树在阳光下晃动着叶
子，旁边依偎着一棵无花果树。这是在
开山岛最早扎下根的两棵树，凡是到过
开山岛的人都会走到这两棵树下看看。

在石头缝隙间瘠薄的泥土里，这棵
苦楝树无论是台风肆虐、烈日暴晒，还是
寒风凛冽、暴雨如注，都坚定地努力生长
着。它像极了当年亲手种下它的主人、
在岛上坚守了32年的王继才。

用手轻轻抚摸着树干上的一个个
结疤，记者感受到生命力坚强的脉
动。“除了苦楝树，还有枣树、柿子树、松
树、冬青、无花果、樱桃树、梨树、桃树、
葡萄……”耳边响起了王仕花的讲述。

种树的记忆既辛苦又甜蜜，谈起这里的
每一棵树，王仕花就像在谈自己的孩子。

苦楝树下斑驳的树影，仿佛映照着
他们在树下经历的那段岁月。在这个高
温高湿高盐的岛上，连不锈钢都会生锈，
但恶劣的环境没有锈蚀掉王继才夫妇对
生活的热爱和改造小岛的耐心。

青青的丝瓜、长长的豆角垂在架下，
无花果和香脆的甜梨挂满枝头……漫步
在绿树成荫的开山岛，秋天收获的气息
扑面而来，让人们很难想象到 32年前王
继才夫妇上岛之初时这里是什么样。

旁边是那棵长了 20 多年的无花果
树，树干上刻着“热烈庆祝北京奥运会胜
利开幕”“钓鱼岛是中国的”两行字。树
一年年长大，这两行字也随着时间的年
轮慢慢变大。

夫妇俩刻下这些字时，岛上还没有
电视。记者眼前仿佛浮现出他们边听收
音机边在树上刻字的场景。在方寸之
地，通过无线电波，王继才夫妇关注着国
家大事。
“老王不在了，草都长高了。”走进菜

地，王仕花蹲下来就开始拔草，旁边是王
继才生前挖下还没来得及栽种的树坑。
“老王常说，岛上都是石头，有了国

旗，就有了颜色。”放眼望去，开山岛是有
颜色的，那红的是国旗，白的是灯塔，绿
的是树木，紫的是牵牛花……

9月1日 17：30

巡逻路上

王仕花带着我们踏上了这条他们走
了 32年的巡逻路。通往灯塔的这段台
阶，是他们走得最熟的路，一级级台阶，
一个个角落，在王仕花眼中就像手上的
掌纹那般清晰明了。
“这里本来是解放军一个海防连的

营房。营房有上下 5排共 58间，都是当
年战士们用石头砌成的。1986 年部队
撤防，守岛任务便交给了县人武部。”走
过一间间营房和一座座防御工事，看到
墙壁上至今还留有当年驻扎连队的痕
迹，记者耳边依稀传来当年大炮的轰鸣

声和战士的呼号声。
小岛也曾充满着生机和活力。部队

撤防后，在漫长的 32年岁月里只留下了
两个人的脚步声。

在喧闹中走向安静，32 年过去了，
人走房空。在海风海雾的侵蚀下，老营
门早该是门窗破损、蛛网密布。可在这
里，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一间营房都门窗
整齐、干干净净。

在营房的外墙上，“增强国防意识，
保护军事设施”“储为战、保打赢”等红色
标语异常鲜亮，每过一段时间王继才就
会重新描红。王仕花指着这些标语回
忆：“老王常说，我们把营房打理好，以后
解放军想驻扎时随时都能住进来。”
“岛东边是砚台石，西边有大狮、小

狮二礁和船山。这上面的 4个灯塔也是
老王当初建议设立的，因为那时开山岛
晚上漆黑一片，常有渔船撞上去。老王
说，有了灯塔就可以保障过往渔船的行
驶安全。”王仕花指着海面上的 4 座灯
塔，告诉记者，有了这几处灯塔，路过的
渔民心里就踏实。

登上灯塔，四处远望，怪石嶙峋，记
者才感受到这个小岛的陡峭。“这段路很
陡，离海又近，千万注意脚下。”走在后山
的台阶上，瘦弱的王仕花攥着记者的手，
怕记者路不熟摔倒。

不知有多少个雨大风急的日子，在
这段狭窄陡峭的山道上，王继才也是这
样牵着她的手一路巡逻；不知有多少个
寒冬的冷夜，一根背包带系着一前一后
两个人在倔强地前行。
“2014年 3月”“2016年 7月”……走

着走着，记者发现很多路上用水泥修补
过的地方刻着这样的日期。王仕花说，
这是老王的习惯。每修缮一样东西，他
都会详细记下时间，方便日后的检查和
加固。

每到一处，记者就蹲下来，仔细拂去
蒙在这一串串日期上的尘土，擦拭着他
生命中的一个个刻度。

沿着一级级石阶巡逻、瞭望……记
者顺着王继才留下的印记一路走下来。
这条路，他们走了 32年，一年四季，日复
一日，一日两次，没人要求，没人监督，从
风华正茂走到了鬓发花白。

正如《士兵突击》里面所说：“这是一
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光荣是在于平
淡，艰巨是在于漫长。”

9月1日 19：30

营房内

晚餐时间，王仕花下厨，给我们做了

辣白菜炒牛肉、煮海螺……招呼大家坐
下用餐，她自己却只挑虾皮拌米饭吃。
她说，这么多年习惯了吃清淡的。

她和王继才那间五六平方米的卧室
实在太小,一张床、一个衣橱和一面镜
子，便是房间里所有的配置。床头摆放
着一个台历，上面是儿子王志国一家三
口的全家福。王继才夫妇没有像村里的
其他老人一样儿孙绕膝、颐养天年，他们
对孙辈的这份牵挂隔着海、隔着陆地，隔
着太远的距离。

夜幕下，半轮月亮挂在开山岛的半
空，满天的星斗清晰可见。坐在台阶上，
刚刚上岛的 3位民兵打开了话匣子。三
人都是退伍军人，王继才牺牲后，他们主
动申请来守岛。

这是他们在岛上执勤的第 11 天。
这天正好是学校开学的日子，民兵胡品
刚说：“我们都没能送孩子开学。”他们知
道，王继才也是这样，错过了 3个孩子的
每一个开学日和家长会。

聊得最多的是岛上的环境。民兵汪
海建上岛第一天不到一个小时就中暑
了。台风来了之后的几天，他们一度只
能靠泡面充饥，其中一个 11 天瘦了 8
斤！即使这样困难，他们也没舍得去摘
菜园里的一棵青菜。因为，那是王继才
留在岛上的印记。

记者一行也深有体会。白天岛上特
别热，在太阳底下，不到两分钟就已经汗
流浃背。岛上蚊虫特别多、特别“毒”，咬
上一口痒痒的，过不多久，就会起一个大
红包。岛上还特别潮，就是呆着不动也
感到浑身湿漉漉的。

夏天的天气还算好点，可以想象如
果是在寒冬，大浪一个接着一个涌进院
里，刺骨的寒风吹到脸上就跟刀子割一
样，那该是怎样的难熬啊！

32年，他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

故乡……”隔壁房间里传出王仕花的歌
声，这是同行的央视记者在录制节目。
工作之余，王仕花会和王继才一起下棋，
也会唱唱歌。王仕花会唱《大海啊，故
乡》、会唱《最浪漫的事》，王继才却总唱
那么一首《咱当兵的人》。

在这个吃不好、住不好的小岛上，王
仕花的歌声让我们听到了他们相守相伴
的心声。难怪王继才会说，王仕花上岛
后，他就不觉得苦了。

9月1日 23：00

行军床上

海岛的夜有多长？很长。

睡下没多久，屋里的灯就熄了，黑洞
洞一片。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嗥叫了一
夜。这种感觉，足以让恐惧和孤独在内
心野蛮生长。每翻一个身，记者都能听
到自己的心跳声，脑海里想象着王继才
刚上岛那一夜的景象。

一个人抱着双臂蜷缩在这个房间里
的一个角落，该有多么孤独而无助。

打开手机，发现时针已经指向 12
时。有了手机，就能看到大千世界。
而以前，海岛上水电不通，电视机、
手机统统没有，陪伴他们的只有一部
收音机、一盏孤独的煤油灯和窗外塔
顶的灯光。

实在睡不着，记者索性打开手电，翻
开床边一摞摞的守岛日志。

每一天都是同一天。
“2013 年 4 月 15 日，今天早晨我们

俩在门前升国旗，查一查岛的周围和海
面，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岛上仪器一切正
常……”日志里，每天几乎都是升旗、巡
岛、观天象、护航标这样单调的工作记
录。

每一天又是新的一天。
“2008 年 6 月 19 日，又有人上岛钓

鱼，老王说，上岛钓鱼可以，但是卫生要
搞好。”
“2011 年 4 月 8 日，天气：晴。今

天上午 8：30 有 燕尾港看滩船 11106
号在开山前面抛锚，10：00 有连云港
收货船和一只拖网船也在开山前面
抛锚。”
“2014 年 5 月 31 日，淮安小学的师

生和家长共计 400 多 人来岛看望我
们，并给我们带来米、油等生活用品，
我和老王非常高兴，这么多年从来没
有这么多人上岛，感觉像过年一样。”

虽说寂寞惯了，但他们夫妻俩还是
喜欢热闹，来的人越多，他们越开心。
军旅作家李炳天在《渴望陌生》里也曾
这样描述：“驻守在西北雪域高原边防
哨所的卫士们，他们渴望见到陌生，哪
怕是一片陌生的树叶和一块陌生的石
头。”

日志里值班员一栏中除了王继才、
王仕花外，偶尔也会出现王志国、张佃
成、张超等人的名字。屋外，就是刚安装
没几年的太阳能发电板，还有前几天刚
刚安装的移动4G信号基站。

穿上衣服，拿着手电，走出房间，
沿着王继才走过无数遍的巡逻路，拾
级而上。

无数个这样的黑夜里，走在这条路
上的王继才会想什么呢？

码头边，海风开始有些微凉，潮水渐
渐涨起。远处的海忽然变得迷离，甚至

还夹有几分肃杀。我想，他有时也会害
怕吧。

登上灯塔，就站在了全岛的最高
处。向远处望去，岸上的盏盏灯火与天
上的群星连成一片。王继才应该也无数
次地向那里眺望，因为那里有他的 3个
孩子。

在轻微的海浪声中，记者静静地回
忆起之前的一次次采访——

额尔古纳河流水缓缓，内蒙古某边
防连的两名哨兵相对无语。他们从出
生、成长，一直聊到未来结婚生子，大
家对彼此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没话题
了，就从头再聊，直到实在没有可聊的
了。

一名坑道里的新兵，刚下连队时每
天记日记。后来他发现，每天记的内容
都一样。再后来，他就开始爬山，可发现
山外还是山……

在祖国的各个角落，有很多“王继
才”守护着脚下这片国土。万里边海防
线上，他们普通得就如同一个个界桩，虽
然孤寂但无比执著。有了他们，才有了
中国挺直的脊梁。

9月2日 5：30

岛顶小操场

天，终于亮了。
遥远的海平线上，又一轮朝阳升起，

一道道霞光染红了海面。开山岛上新的
一天开始了。

王仕花早早地起了床。她说，老王
在的时候，每天都会说“仕花，起床，升
旗！”

在王仕花的带领下，3位民兵护送
着国旗，一步步登上台阶，记者紧随其
后。

朝阳照在王仕花身上，她一瘸一拐
地踩着每一级台阶。32 年和王继才一
起守海岛，王仕花也患有风湿病、腰椎
间盘突出，最近又查出股骨头坏死早期
症状。
“敬礼！”挂旗、展旗、敬礼，没有国歌

伴奏，没有仪仗队，国旗沿着旗杆、迎着
海风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在蓝天。

这面五星红旗，只是岛上升起过的
300 多面国旗中的普通一面，颜色也不
是很鲜艳。岛上风大、湿度大、阳光强
烈，国旗很容易褪色破损。
“老王说，快到‘八一’了，我们再换

一面新的国旗。”可是，还没有等到这一
天，王继才就走了。

他挖的树坑还没来得及种下桃树，
他计划维修的国旗台还没有修好，他要
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3位民兵上岛了，他们将与王仕花
一起继续守护这个小岛，以后也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升起五星红旗。

开山岛移动 4G 基站开通后，儿
子王志国给王仕花申请注册了微信
账号，名字叫做“海上的瞭望哨”。以
后，守岛的日子里，她也可以跟儿孙
视频聊天了。

台风过境后，很多植物枯萎了，
也有很多岛上的生命重新焕发出生
机。当年王继才亲手搭的葡萄架还
在，散落的叶子铺满了路面。抬头仰
望，葡萄藤正沿着葡萄架倔强地向上
生长。
（采访中得到蔡晓峰、陈楚大力协

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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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灯塔的这段台阶，是王

继才和王仕花走得最熟的路。

一走，就是32年。图为王继才牺

牲后，王仕花继续巡岛。

本报记者 张 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