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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时，我在青海果洛服役。那时
对军营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但印象最
深的，还是那一声声嘹亮的军号声。

刚到连队时，清晨会被一阵清脆的
号声唤醒，在班长的催促下火速起床奔
到操场集合。晨光熹微中，我看到一个
英姿勃勃的身影，左手叉腰，右手持号，
头一仰便是一串刺破天际的号音，那号
音像一阵急促的鼓点，一槌槌地敲击在
我们的心上，令人振奋。

我对号兵充满了羡慕和崇拜。新训
结束后，刚刚下连我就听到一个消息，连
里要挑选一名新兵接替当班长的老号
兵。一向胆小的我，想都没想，拔腿就跑
去找连长。连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
我为什么要当号兵？

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想当。
连长说，咱这里高原缺氧，不吹号气

都出不匀，你以为那号是好吹的？

我说，别人能吹我也能吹，连长你就
让我去吧！

连长瞥了我几眼，忽然笑了，说，怪
了，咱连的号兵咋都是一样的“犟熊”？

于是，我就去骑兵团学吹号。
骑兵团团部在 100多公里外的达日

县。所谓县城，不过是一条十来米宽的
沙子路街面和一些门面破旧的百货商
店、邮局、粮店、电影院，街上行人不多，
偶尔能看到骑马、骑牦牛的藏民来买茶
叶、食盐和布匹。我们几个号兵，每天都
穿过这条街，到黄河边去练号。

然而，学吹号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
美妙和轻松，而是枯燥、单调甚至充满痛
苦。当别人还在温暖的被窝里回味美梦
时，我们已早早起床，在凛冽的寒风中练
“拔音”了。

号目，也就是司号员教练，是一个精
干的陕西人，平时对我们喜眉笑眼，一到
训练时就“六亲不认”。他要求我们必须
站得笔直，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他一
直在我们身后巡视，谁的腿稍一打弯，屁
股就会挨上他一脚，耳边听他猛喝一声：
“站直了！”

每天早上他会准时准点叫我们起

床，从没误过点，我们背地里都叫他“周
扒皮”。“拔音”也是极乏味的事，从早到
晚都是“哆、咪、嗦”3个音符。一开始使
出吃奶的劲儿，憋得面红耳赤，才能吹响
那么一两声。后来虽不那么吃力了，但
因为气短高音顶不上去，吹出来也不成
调。大概过了半个月，有人已经不耐烦
了，问号目，什么时候才学号谱？号目
说，基本功练习一天也不能少，没练扎实
前绝对不许瞎吹，不然养出坏毛病很难
纠正过来。

三连来的那个兵，在家时曾学过几
天乐器，他觉得学吹军号根本用不着费
那么大劲儿。一天休息时，他有点卖弄
地试着用军号吹了一首歌曲，大概是想
来一点“抗议”吧，但军号和歌曲却被他
“糟蹋”得不成样子。

正当我们嬉闹时，号目不知从哪里
冒了出来。他两眼圆瞪，大吼一声：“胡
闹，你们简直在胡闹！”他一把把军号夺
了过去，紧紧攥在手里：“咋，这是玩具？
这是武器，懂不懂？”之后一连几天，他都
板着脸不理我们。后来回想起来，我才
明白他当时为什么会生那么大的气。

还是从早到晚的“哆、咪、嗦”，我们

的嘴唇肿了消，消了肿，不知反复了多少
次，人也都晒得像黑塔一般。半年过去，
我们终于一口气能将冲锋号吹上5遍。

学习结束，我们要回连队了，团教导
队为我们送行。号目端着酒挨个儿和我
们碰杯，很是激动：“我带了 3批司号员，
每期都有人毕不了业，唯独这一次全部
合格。这样，我就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
部队了。”

曾经，军号在军营消失了一段时
间。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只要这个世
界上还有军队，军号声就不会消失。因
为它属于军队，属于军人。有它在，军营
才更像个军营，军队才更像个军队，冲锋
也才更像冲锋……

终于，军营里又响起了军号声。

我在高原吹军号
■陈作犁

编余小议：

军营重闻军号声已1个月，本版陆

续刊出了4篇老司号员的回忆文章，从

战争年代的纷飞硝烟到和平时期的火

热军营，那一声声穿透历史、穿越时空

的军号声，承载着一代代老兵的共同

记忆，也见证着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峥

嵘岁月。

如今，司号员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

作为闻号而动、令行禁止的号令意识的

载体，作为激发斗志、激扬血性的战斗精

神的延续，作为严明纪律、规范秩序的管

理手段的再现，军号的功能及象征意义，

一脉相承。

“号令明，军威肃。”强军征途上，且

听军号声声，激昂嘹亮。

前不久，53 岁的退役军人凡华伟
把一个纸盒郑重地交到江苏省扬州
市江都区人武部。纸盒里整齐摆放
着上世纪 70 年代颁发的 91 本复员军
人证明书，上面的信息显示，91 名复
员军人多为江都籍，均在上世纪 60年
代入伍，曾担任营、连、排职干部，70
年代复员转业。
“每一本复员证背后，都有着一段

闪光的军旅足迹，都有一段献身国防、
青春无悔的感人故事。希望江都区人
武部能帮我将它们归还给每一名主人，
帮他们找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随
后，凡华伟讲起了他与这 91本复员证
的故事。

凡华伟闲暇时喜欢逛旧书摊。
1998 年夏天，他在江都工农东路旧书
摊上翻看几个档案袋时，从袋里滑落出
几个红本本。他拿起来一看，发现是上
世纪 70年代颁发的复员军人证明书，
“上面有持证人的姓名、照片、籍贯、年
龄、入伍年月、任职情况等。”得知旧书
摊摊主家中还有类似的几十本复员证
后，凡华伟当即全部买下，“当时买下来
不是为了收藏，就是希望能物归原主。”

凡华伟曾是一名军人，所以他知晓
复员证对退役军人的价值和意义，“复
员证对一个军人来说，不仅是一个证

明，也是一种荣誉。”1981年，凡华伟从
原江都镇参军入伍，在部队期间因表现
优异光荣入党。1984 年退伍后，他曾
被评为“江都十大杰出青年”。担任江
都区仙女镇三友村党总支书记以来，凡
华伟定期走访慰问军烈属，为现役军人
及家庭解决后顾之忧，为退伍战士优先
安排工作岗位。2017 年，他被评为江
都“最美拥军人”。
“这些年，我四处打听过，一直未能

找到这批复原证的主人。”凡华伟考虑
到区人武部可能有这批人员的联系办
法，便决定委托人武部，寻找当年的 91
位转业军人。

不久后，得知消息的两个老兵周传
树和陈开甲就先后找到江都区人武部，
寻回了自己的复员证，“感谢小战友凡
华伟替我们精心保存，我们一定好好珍
藏，铭记那段光荣历史。”
“那时我们换发了新的复员证，可

能是文革期间工作有疏漏，这些旧的复
员证被遗失。想不到过了 40多年还能
与它‘重逢’，我看到它一下子就回忆起
那段军旅生涯。”71岁的周传树 16岁应
征入伍，“当时是特种兵，政审和体检都
特别严格，选上的没几个。”1969 年他
提干后，恰逢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为检验大桥质量，周传树和战友们驾驶
100多辆 59式坦克，浩浩荡荡驶过南京
长江大桥，“当时南京市民争相观看，我
感到特别自豪！”
“部队是个大熔炉，十多年的军旅

生活让我变得坚强自信！”78岁的陈开
甲 21岁参军，那时部队守卫扬州万福
闸，站岗执勤任务重，他处处带头冲在
前，两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
功。1972 年转业回乡后，他在江都总
工会任职，分管工作受到全国总工会的
通报表彰。“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
辈子都会像军人那样冲劲十足。”陈开
甲说。

左图：复员证物归原主，老兵陈开

甲、周传树与凡华伟（左起）笑逐颜开。

91本复员证“找回”激情燃烧岁月
■严明亮 顾建春 李亚平

中关村科技园石景山园区，是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区十园”中
的文化创意产业特色园，园区企业总量
突破 1400 家。在众多的“园里人”中，
有一个自主择业团职军转干部创业团
队，以特有的军人气质和军人作风，成
为创业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个创业团队的带头人陈涛，
2016 年因部队编制体制调整，在从军
25年后选择了自主择业。刚刚走出军
营大门时，这位曾经的基层团职干部
对未来还没有清晰的规划，“人到四十
再出发，是山穷水尽还是海阔天空？
我觉得心态很重要。”陈涛坦言，部队
经历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和拼劲干
劲，而政府大力提倡的“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也为广大的自主择业干部就
业创业带来新的历史机遇，转业转型
不转志、自主自立要自强的激情在他
内心点燃。因为出生于书法世家，也
曾凭借书法特长频频获奖，陈涛决定
创办一家与书法和国学相关的文化传
播公司。

创业之初，公司主要经营中小学生
书法培训等业务，但由于缺少市场运作
经验和人脉资源，经营并不顺利。如何
另辟蹊径、破除障碍，成为摆在陈涛面
前的现实问题。经过探索实践，陈涛把
公司重新定位为以书画培训为载体、以
艺术讲堂为依托、以精品课程为重点，
业务范围不断扩展，越来越多志同道合
的战友加入进来。今年 2月公司还成
立了党支部，8名成员均为自主择业团
职军转干部。

党支部成员李岩，是原北京军区
工程兵训练大队卫生队队长。共同
的兴趣爱好和相似的从军经历让她
在书法班学习时与陈涛一见如故，之
后便加入了陈涛的团队，承担课程部
署、师资对接等工作，在新“战线”干
得得心应手。同样是党支部骨干的
李文欣，是原北京军区装备部干休所
的一名医生。2016 年离开部队后，她
参与和见证了公司创建的全过程，在
新岗位重新找回了在部队和战友并
肩作战的感觉。

习主席在今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
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
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在陈
涛看来，企业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
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
聚力。为此，他们始终把政治理论学习
作为公司统一思想、跟上时代的重要手
段。翻开支部成员学习笔记，记者看到
他们每月有一个学习主题，每人写一篇
心得体会。他们还积极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八一”前组织党支部成员到石景
山区的几个干休所邀请老干部开展“军
旅荣光讲授会”。公司的党建项目“党
旗引领、国学铸魂”，今年也被北京市委
社工委评为“北京市社会领域优秀党建

活动品牌”。
陈涛始终铭记一个信条：自己是军

队培养出来的干部，离开部队依然要保
持军人本色，为社会多出一把力、多尽
一份心。为此，他们成立了“文化先锋”
志愿服务队，通过开展公共服务自觉担
起企业的社会责任。今年重阳节前夕，
党支部成员走进社区和养老中心看望
慰问老人，为他们提供医疗咨询，并开
设了书法、国画、朗诵等课程，尽心尽力
为老人们做好服务。
“我和战友们从未忘记自己曾是一

名军人，虽然离开了部队，但面对创业
中的挑战和困难，冲锋的姿态不能变，
军人的本色不能变。”陈涛的话语，道出
了团队成员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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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民族的发展图谱上，英雄是最闪亮的精神
坐标。

据民政部统计，近代以来我国约有 2000万名烈士
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牺牲，但其中仅有 193万人
留有姓名，而在这些留有姓名的烈士中，还有相当一
部分尚未找到他们的后人。

白头皓首，阴阳相隔。团圆，这种寻常人家拈手
可得的幸福，对这些英烈和他们的后人而言，却奢侈

不可得。
今年 6月，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

今日头条及 17家国内主流媒体，共同发起了一项名为
“红色血脉—寻找革命烈士后人”的公益计划，旨在
利用网络技术手段为烈士寻找失散的后人。

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开
始加入到这项公益行动中来。截至目前，已经成功为
115名烈士找到后人。

记忆·峥嵘岁月
那些年，在军营吹响军号④

9 月 19日，江苏省徐州市淮海战役
烈士纪念塔英名墙前，石刻师傅神情专
注，一笔一划，刻下了烈士王尚骧的名
字。

王尚骧，1948年在淮海战役的前平
庄战斗中负伤，后于野战医院牺牲。70
年后，王尚骧终于和他牺牲的战友们
“团聚”。

随王尚骧一起“归队”的，还有一封

他的孙辈捐赠的家书。这封家书是王
尚骧在临终前所写，信中这样写道：“伟
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我的脑子受
了炸弹的震动，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每天吃鸡子面条，看护员是那样的和
气。回想我为国家并没尽多大责任，政
府就这样招待我，那只有等病好了，再
去为人民立功作为报答吧！”那份真挚
的情感，那些朴实的话语，穿透 70年的

时光后，仍然令人动容。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4 年，淮海战

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局就开始启动淮海
战役亲历者口述史采集工程，迄今为止
已经在 21个省市采访到淮海战役指挥
员、战士、文工团团员、卫生员、解放区
民工近600人。
“与寻找烈士后人公益计划项目组

取得联系后，我们对淮海战役亲历者的

抢救性采访得以进一步提速。”管理局
局长蒋越锋介绍，此次和王尚骧一起
“归队”的烈士共有 13人，他们的名字被
补刻到淮海战役牺牲烈士英名墙上，针
对他们后人的寻访工作也已逐步展开。
“这项公益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

帮助烈士后人找到为国捐躯的先辈安
葬之地，更在于这个寻找过程，本身就
是一个追思和缅怀的过程，有助于让大
众尤其是青年人了解英烈事迹和革命
历史，传承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蒋越锋表示。
（图片拍摄：谢超宇，制作：陈坤丰）

寻找，更是为了追寻

42年，是杜三元烈士的兄弟们寻找
他的时间，历时大半生，青丝变白发。

3600公里，是湖南益阳到新疆和静
的距离，是杜三元烈士与家的距离，横
跨大半个中国。

8月 7日，新疆和静县烈士陵园，来
自湖南益阳的杜建华、杜清明、杜仲春、
杜征兵兄弟四人，第一次见到了哥哥杜
三元烈士的墓碑。

“去年父亲临终前，把我们几个叫
到床边，嘱咐我们一定要找到哥哥的安
葬之地。父亲对哥哥思念，一直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杜仲春说。

墓碑的碑文记载着杜三元烈士的
生平：杜三元，生于 1953年 4月，湖南省
南县（人），1973年入伍，中共党员，1976
年 10月，修建南疆铁路牺牲。

兄弟四人轮流跪在哥哥墓前，磕头

祭拜。42年的思念，尽在其中。
“母亲年纪大了来不了，但她非要把

我们送到火车站。现在我们也都已经五
六十岁了，以后就让你的侄子们来看
你。”弟弟杜征兵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他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纸盒，里面装着家
乡的一捧土，沿着哥哥的墓地，撒了一
圈。这捧土，是 8月 5日上午，兄弟四人
专程回老家从父亲的墓地旁取来的。“希

望哥哥能感受到父亲对他的思念。”杜征
兵说，取土的时候，他们告诉父亲，马上
要去看望哥哥了。

8 月 9 日，杜建华兄弟四人回到老
家，把从哥哥杜三元墓边取回的一捧
土，撒在父亲的墓前。“希望哥哥的英魂
随着这捧土，能回到家乡。”

42年后，杜家的父子、兄弟通过这种
方式“团聚”了。像他们一样，更多寻亲
的家庭正在得偿所愿。据和静县民政局
统计，自从寻找烈士后人的信息发布后，
目前已有 22名烈士家人前来祭奠，还有
很多人已经和民政局取得联系。

42年后，一场穿越3600公里的祭奠

36 岁的肖琳对曾祖父肖永贵的全
部了解都来源于一张有些破损的纸
张——它质地轻薄、纸面泛黄，存世时
间几乎是他年龄的 2倍。

这张《革命烈士牺牲证明书》用繁
体的毛笔字写道：肖永贵同志于 1929
年 8月参加革命工作，在红四方面军一
师二十九团任团政治委员，不幸于
1933 年 5 月 26 日在四川省洪口镇光荣
牺牲……

没有别的遗物，也不知肖永贵葬在
何处，从 1954 年拿到这张证明起，肖家
人就开始了漫长的寻亲之旅。从爷爷、
父亲再到肖琳，64年过去了，找到的希
望似乎越来越渺茫。

直到今年 7月 13日，肖琳看到本地
一位朋友分享了一条今日头条 APP 推
送的寻找烈士曾纪奎后人的消息，还附
上了联系电话。

肖琳看到的这条推送，正是“红色

血脉——寻找革命烈士后人”公益计划
采用的技术手段。据今日头条“头条寻
人”项目组负责人曾华介绍，他们将烈
士信息收集起来，依托大数据分析，利
用精准地域弹窗技术，将寻亲启事推荐
给烈士户籍所在地的用户。凭借着庞
大的用户量，这种寻人模式曾创造过 5
分钟内找到走失者的纪录。

看了曾纪奎烈士的信息，肖琳激动
起来，曾纪奎和曾祖父既是老乡，又在同

一支部队，说不定曾祖父也安葬在那里。
肖琳拨打电话询问，川陕革命根

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承诺
尽快答复。仅仅几个小时后，肖琳就
收到了回复：陵园工作人员骑着自行
车，在山上确认了肖永贵烈士墓碑的
位置。

至此，肖家三代人的寻亲之旅终于
结束，而更多烈士后人的寻找也已经在
路上。据曾华介绍，除了川陕革命根据
地红军烈士陵园外，他们已经与南京雨
花台烈士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等全
国 68家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馆达成合
作，共寻英烈后人。

一条手机推送，让他发现找到曾祖父的希望

深秋时节，巴蜀大地层林尽染，秋
色醉人。

位于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的川陕
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内，一座座洁
白的墓碑整齐伫立，一尘不染。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
园，这里长眠着 25048名红军烈士，其中
有姓名记载的外省籍贯红军烈士 218
人，但其中有后人祭扫的不足10位。

事实上，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
园里许多烈士与亲人失散的境况并非个
例。2014年，散葬在南疆铁路沿线 12个
偏僻山坳里的 200余名铁道兵烈士统一
迁葬到新建的新疆和静县烈士陵园。接
下来的几年里，和静县民政局在各大网站
发布信息寻找烈士亲属和后人，然而只有
十几名烈士亲属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受时代条件的限制，许多烈士在牺

牲时，部队没有办法联系到他们的亲属，
而民政部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上，也大都无法确定烈士埋葬的地点。

因此，在网络技术介入前，烈士寻
亲是一种漫长的存在。川陕革命根据
地红军烈士陵园管理局宣教科科长李
坤蓉告诉记者，近些年来，陵园曾经接
待过 2例前来寻访的英烈后人，“他们的
寻访过程非常曲折艰辛，从青葱年华到

两鬓斑白，大半生悄然逝去。”
“更让人忧心的是，时间不等人。”

李坤蓉表示，随着对烈士尚有记忆的亲
属带着眷恋和遗憾相继逝去，第三代之
后的亲属寻找的动力也会减弱，烈士和
家人恐再无“团聚”的机会。
“幸运的是，网络技术的发展让我

们看到了希望。”据川陕革命根据地红
军烈士纪念馆馆长薛元勋介绍，直到
和“红色血脉——寻找革命烈士后人”
公益计划取得联系后，他发现这个办
法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消弭信息流通
的障碍。

网络技术介入前，烈士寻亲是一种漫长的存在

寻找，为了相隔久远的“团圆”
■杨 洋 中国国防报记者 方 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