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腊月二十四
，打个电话

给妈妈

腊月二十七，班长带我们“杀年猪”

随着年的脚

步越来越近，边

防官兵如何喜迎

新春？请看来自

南部战区陆军某

边防旅的“迎新

日志”……

腊月二十六，新春游园活动真热闹

腊月二十八，赛出激情与活力

腊月二十三，新兵自制春联

腊月二十五，新春会餐，其乐融融

@花儿朵儿

这是我的彩排照，是不是美翻了？

春节前夕，我和战友为全旅官兵演出舞蹈

《女兵谣》，为了这次演出，我们排练了整

整两个月。新的一年，希望我们“姐妹团”

没有一个“猪队友”。

@雨滴

亲爱的哥嫂，我在高原一切都好。

这几天，班长教我们包饺子，我学得有

模有样，准备在年夜饭上给战友们“露

一手”。希望再次回家时，我能给全家

包顿饺子尝尝。

@霹雳一兵

春节前，部队组织了一次“军营鹊桥会”，

真希望这样“走心”的活动明年多组织几次。

妈，您千万别为我的终身大事操心，您儿子可

是“骨干+标兵”。我的新春目标：训练好、生活

好，也要把个人问题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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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节到，我们向广大读者拜年了。还在外奔波忙碌的
你，是否已经买到回程的车票，是否已经闻到家中团圆的年味……

团圆是春节永恒的主题，是情感的磁场，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
的守望。此刻，当我们享受幸福团圆时，有一群人把遥远的背影留
在亲人期盼的目光里，他们走上哨位、爬冰卧雪、巡守海疆、巡逻潜
伏……不能如期回家，甚或毫不犹豫地选择“逆行”。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边防军人。这一刻，边防需要他们、界碑需要他们、祖

国和人民需要他们，为祖国和人民守岁，是他们最大的幸福与荣
光。正如一位边关战友所言：心中有家有亲人，祖国处处是故乡。
这一刻，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春节的团圆格外温馨，万家的灯火更
加璀璨。

在这万家团圆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品读边防军营过年的故事，
感受边防官兵的家国情怀。祝福亲爱的战友，喜乐常在，温暖相随。

—编 者

春节眼看着就要到了，茫茫沙
海一望无际，偶尔一阵风卷起一柱
黄沙盘旋升空，增添了沙漠的寂静
荒凉。某雷达站营院门口挂着两个
大大的灯笼，远远望去，犹如点缀在
大漠当中的“一点红”。

阳光透过玻璃洒在来回踱步的
站长顾积军脸上，他正在思量着置
购年夜饭的食材。部队距离最近的
城市有 300多公里，每半月才能外出
补给一次。这次置购，也是农历狗
年的最后一次。

一旁的后勤助理员齐圣，凝视
着通往市区的公路，掰着手指小声
说道：“还有 9天，就能吃上嫂子做的
年夜饭啦！”

这话传到顾积军耳朵里，10年
前的画面让他魂牵梦萦。那年，他
刚任主官就分到这个雷达站，恶劣
的自然环境令他倍加思念远方的亲
人。春节的年夜饭，全是来队探亲
的嫂子们操办，温馨的画面让他至
今记忆犹新。顾积军说，10年后，自
己已经成了家，可对那顿嫂子们做
的年夜饭的味道从不曾忘记。

相比于年夜饭本身，顾积军更
看重其背后蕴含的“团圆”意味，这
些年与战友在戈壁滩上朝夕相处、
并肩作战，他早从内心深处把这座
“沙海孤岛”当作了家。

年夜饭要和家人一起做，才有

“年味”。在雷达站，有嫂子们置办
年夜饭的传统。刚开始是她们自告
奋勇，后来渐渐成了惯例。“不为别
的，就想让战友吃口家乡菜。”嫂子
们说。为了这顿“团圆饭”，有将新
婚妻子请来助阵的，有视频直播远
程指导的……理由很简单：“只要军
嫂参与就好。”

这不，今年雷达站一下来了 5
位军嫂。顾积军专门把她们召集
到一起，商量“会餐大计”。从小年
开始，嫂子们就忙着为年夜饭做准
备——各类秘制“土家菜”乘飞机、
坐火车，从五湖四海被捎进大漠戈
壁，有自制海蛋、酱牛肉、灌香肠、
腌腊肉……嫂子们像包粽子一样把
这些“家当”包得严严实实，生怕漏
了香气。

在雷达站官兵心里，边关的年
夜饭最有“年味”。一年又一年的春
节，他们渐渐习惯了在这顿嫂子做
的年夜饭中，找寻过年的记忆。

中士、操纵员胡锦超来自河北，
当兵 8年，他在雷达站吃过 5顿年夜
饭。有一年除夕，突遇紧急执勤任
务，值完班已错过会餐时间。来到
饭堂，胡锦超看到嫂子们正从蒸箱
里端出 10多道热气腾腾的菜肴，都
是他最爱吃的。

后来胡锦超才知道，这些菜是
嫂子们专门为他和几名参与值班的
战友做的。那顿年夜饭，他和战友
们惦念了好久。

在雷达站，每个来队探亲的嫂
子都有“拿手菜”。剁椒鱼头、毛氏
红烧肉……这些在饭馆才能吃得上
的菜肴，嫂子们都会做。她们当中，
厨艺最好的当数二级军士长何永宇
的爱人何瑛。她不仅会做各式面
食，还煲得一手好汤。

对这片沙漠，对雷达站，何瑛是
有真感情的。她说，丈夫把 24年的
美好岁月献给了这里，这里有丈夫
的梦想，更有家的感觉。在这里，她

懂得了何为酸甜苦辣，更懂得了作
为军嫂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排长周科宏清楚记得，去年除
夕，为了备好年夜饭，何瑛嫂子和炊
事班战士忙活了一下午，当十几道
菜品摆上餐桌时，看着战士们吃得
津津有味，何瑛一脸欣慰，柔和的目
光里充满了暖意。

对于年夜饭，二级军士长鲁正
平感触颇深。他在这里驻守了 20多
年，最是思念妻子的厨艺。他记得，
孩子刚满周岁那年，春节因战备任
务抽不开身，只好让哥哥护送妻儿，
拎着大包小包，从甘肃辗转到了部
队。那个除夕夜，路还走不稳的孩
子坐在摇摇车里，鲁正平和妻子、战
友一起包饺子……“那一幕，就是幸
福。”鲁正平说。

除夕快到了，炊事班里，嫂子们
正为年夜饭忙碌着；营区外军娃们
鸣放起爆竹，夹杂着欢笑声，交织出
别样的新春乐章。

边关年夜饭：军嫂们的秘制大餐
■胡勇华 本报特约记者 杨 进

营门前高高挂起红灯笼，排房
里挨个系上中国结，营区道路两侧
齐齐插上彩旗……腊月二十六，南
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十三连年味
已浓。

万事俱备，只欠春联。今年，指
导员陆苏宁把书写春联的任务交给
了中士李君。李君当兵 6年，大部
分业余时间都倾注在练习写毛笔字
上，是官兵眼中的“小书法家”。

受领任务后，李君在网上精挑
细选好写对联用的纸，然后一头钻
进学习室潜心构思对联，练习运
笔，光临摹的废纸就有厚厚一沓。
“对联写点啥内容？”与陆苏宁商议
后，李君在朋友圈发起征集，要求
只有一条：绝对原创。

李君所在的五班是个新兵
班。“00后”新兵李广刚走出校门，
满怀激情的他自创一副春联：“好

男儿戍守边关，真汉子甘当界碑。”
看到李广在朋友圈的留言，李君当
即给他回复了一个“赞”。

很快，这副“励志春联”贴在了
五班宿舍的门口。战友们贴春联
时，李广喜滋滋地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了远在河南的亲人。第一次
在军营过年，他想把这份发自内心
的自豪和喜悦，传递给一直挂念自
己的家人：“爸妈，这个春节军营会
很热闹，宿舍门口的春联多喜气，
还是我创作的呢。”
“烹炸蒸煮用真情，色香味形见

真功。”炊事班门口的春联更像是一
封表扬信。一年来，为让连队官兵

吃得舒心、吃出战斗力，副连长王隆
和炊事班战友可没少花费心思。

那次，细心的王隆发现官兵外
出归队总要捎回些特色糕点，他动
起了打造“时尚早餐”的心思。“连
队官兵大多是‘90后’，适当调剂一
些年轻人喜闻乐见又爱吃的特色
食品，一定能为官兵训练生活补充
更多‘能量’。”想到这，王隆向连队
提出申请。很快，上级专门配发的
一台烘焙烤箱便送到了连队。

炊事班战士们也没闲着，他们
通过网络，把蛋糕、泡芙、肉夹馍等
餐点的制作方法摸了个门儿清。
往后每个月，官兵的餐桌上经常能

出现几道新鲜特色菜。临近年关，
为了能让五湖四海的官兵都吃到
家乡的味道，炊事班特意准备了不
同特色的年夜饭：扣碗酥肉、糖醋
松鼠鱼、粤系白切鸡……大家每次
坐到餐桌前，眼前总会一亮。

打开手机，李君建立的“对联征
集群”里格外热闹，官兵们纷纷抢着
要为炊事班的这副对联凑横批。很
快，李君打出几个字：“横批：众口能
调，大家觉得怎么样？”战友们都
认为这个横批配得妙。

收获了战友的点赞，李君心
里暖暖的，他笔蘸浓
墨，随之一挥而就。

军营过大年：我“家”春联我来写
■关 磊 龚 成

“老哨长汪金忠发来拜年信息
啦！”哨长胡国栋扯开嗓子一吆喝，大
家赶紧围拢过来，争相阅读。

又是一年新春到，一句句祝福问
候化作道道电波，跨越千山万水，汇聚
至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某团 3197 哨
所，温暖着守哨人的心窝。
“旺狗辞旧岁，金猪迎新春，万家

灯火时，辛苦戍边人……”腊月二十七
这天，哨所收到来自山外老兵的第 56
份祝福。56份祝福来自 56个天梯哨
所人，代表着 56颗跳动的心，细细品
读，意味深长。

伫立哨楼前，胡哨长看着门上的
两排红字——“头顶边关月、心系万家
圆”，不假思索地将其作为回复内容。

海拔 3197 米的 3197 哨所，人称
“天梯哨所”，哨楼孤零零地镶嵌在雪
域山巅，三面临崖；通往哨所有 2187
级台阶，最陡坡度达 70度，官兵每上
一次山要耗费两个多小时。

关于守哨的艰苦，哨所官兵深有体
会：哨所每年超过 200 天被大雾笼罩
着，衣服一周都晾不干；一到冬天哨所
风雪交加，狂风能把大门卷下山崖……

哨所条件艰苦不必多言，可建哨以
来，一茬茬官兵争着上哨，以哨为家。

汪金忠是前任哨长，在哨所一干
就是 12 年。 2016 年 12 月退伍前几
天，他和战友一一合影留念，深情抚摸
哨楼前的戍边石，下山的时候“三步两
回头”。这段珍贵视频，至今仍保存在

现任哨长胡国栋的手机里。老兵们舍
不得哨所，守哨官兵也舍不得老班长。

大伙儿说，哨所像磁石一般，吸引
着每一位守哨人。

胡国栋的微信提示再次响起：
“2187级台阶，登上天梯守国门；3197
米海拔，擦亮双眼察秋毫。”胡国栋读
着老班长的回复，让一旁的下士吴畏
深受鼓舞。

去年初，吴畏上哨“初体验”，完全
不适应守哨枯燥生活的他，萌生了下
山的念头。胡国栋察觉后，带着吴畏
来到距哨所不远的一棵“同心树”前，
讲述老兵们同心守边的故事。

那是汪金忠入伍第三年，哨所官
兵自己动手搞建设，汪金忠抡大锤时
造成右手臂脱臼，连队军医为其复位
后，不等完全康复，他又忍不住到工地
干活，从此落下习惯性脱臼的毛病。

一年冬天，哨所大雪封山，积雪齐
膝，战士付辉突患急性肠炎，战友们接
力将他送往山下，雪野探路，走在最前

面的上士曾真把背包绳系在腰间，到
了山下大家才发现，曾真系的是“活
扣”——他担心遇到紧急情况会连累
战友。

一个个铁心守防、同心戍边的故
事，让吴畏深受感动。今年 1月，他再
次主动递交申请上哨越冬。

退伍返乡后，汪金忠依旧每天思
念自己曾经守过的哨所，时常打电话
询问哨所的发展变化。3197 哨所只
有篮球场大，战友们却用脚手架搭起
了一个“空中楼阁”，从此读书、对弈、
娱乐健身有了好去处……每每听到这
些，汪金忠都特别开心。
“过去‘蜗居’哨所，连一个乒乓球

台都搁不下。”汪金忠清楚记得，那时，
大家在饭桌上 PK 乒乓球技；狭窄的
过道里摆上几个罐头瓶子，就可以来
一场“保龄球”比赛。
“汪班长，你听我说，如今哨所又

有新变化了……”看着汪金忠在微信
里晒儿子的照片，胡国栋也忍不住向

他“炫耀”一番。
“简易公路快要修到哨所了，背物

资爬天梯的历史就要结束了。”说完，
胡国栋还不忘发去一个微笑表情。“国
家电网的电线杆架起来了，哨所用电
很快也能吃上‘皇粮’了。”战士秦祺也
赶紧发了一条信息。

一个星期前，团政委张自强上哨
送年货，给哨所官兵带来了新电脑、新
电视机、烤火炉、健身器材和灯笼福字
等年货……这等喜事，胡国栋自然不
能漏掉。战友们争先恐后“你一句我
一句”，让汪金忠有些应接不暇，他连
连说，“一定再上哨所走走看看。”

在哨所微信群里，老早就发来祝福
的老哨长李吉坤、陈俊伟、姜俊雄，也忍
不住聊起来。往事如昨，历历在目，老
战友们如同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

秦祺没有忘记告诉老哨长们一
句：“今年的年夜饭，我们准备吃火锅，
有虾、羊肉卷、牛肉丸子，哨所的下一
个春天，一定更加红火。”

电波送祝福：天梯哨所收到56颗“心”
■李国涛 傅德旺

@你的名字

部队里常说一句话“过节就是过关”。春

节前夕，战备的弦绷得比平常还要紧，我们每

天都要进行几次战备拉动演练。今年又不能

回家陪妈妈过年了，但相信她会理解我的。

我一定刻苦训练，争取年底捧回一枚军功章。

@抱抱熊

新的一年，我要继续当好连队“拍客”。

当兵7年了，我渐渐喜欢上用相机记录战友

们的欢笑与泪水。多按下一次快门，就能为

更多战友记录下他们的“难忘一刻”，这种感

觉棒棒哒！

@建功东南

爸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旅

队新建了来队探亲家属房，明年春节，请

你们来部队过个年！新年我一定刻苦训

练，争取早日把喜报送回家！

@小青鸟

今年，部队邀请训练标兵的家人来队欢庆

春节。那天，我和儿子一起参加园艺比赛，我

们这对“父子搭档”配合默契，拿了第一。希望

明年，我们一家“猪”事顺意，日子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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