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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第4545期

本 色
■宁 明

像一颗奋勇冲出枪膛的子弹

燃烧着青春，头也不回

直奔来凤贫穷的靶标

因你坚信，只有在最累最苦的地方

才能校正出人生的方向

这颗不改初衷的子弹

钉子一样，坚定地钉在贫穷山区

自我埋没六十四年后

依然不肯丝毫松动

让自己保持着出发时的坚定姿态

在敌人的碉堡面前

一个从不知畏惧、退缩的战士

脱下军装后，毅然选择了

另一座更难攻的脱贫碉堡

你用七十一年的意志，练就一副军姿

向着困难匍匐前进，或跃起冲锋

即使失去了一条腿

你八十八岁的身姿，依然挺拔

一个用尽一辈子的力气

为国家建设拉车的人

决不愿成为国家的一份额外负担

如今，虽已九十五岁高龄

你的思想，却依然健步如飞

让脚步紧跟时代，从不肯落下半步

那本被读得封皮发白的书

正是你和追随的政党信仰的宣言

人生的色彩总是五颜六色

而你选择的底色叫作“平凡”

只有心里没有自己的人

才会只装着人民

胸怀也才会像天空一样宽广

脚跟如高山般的踏实

你常把当年牺牲的战友当作镜子

时刻检验自己的言行

久而久之，你把自己也擦拭成

一面干干净净的镜子

让后来人在你面前，自觉扬起目光

整理好衣冠，端庄站立，或挺胸行走

答 卷
■徐必常

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定力

才能在人海中默默无闻

在卓著的功勋面前

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勇气

才能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

71年前，您忠诚于民族的解放

忠诚于您的信仰、手中的枪

您冒着枪林弹雨。在您眼中

碉堡是纸糊的，哪经得起信仰与忠诚的猛攻

一个被炸毁，两个被炸毁，接着是三个，四个

当这些纸糊的碉堡灰飞烟灭

最凶猛的敌人也被踩在脚下

那时您风华正茂，家国百废待兴

那时，一个叫来凤的地方期盼英雄

您英雄本色，却从不示人

您决意为新中国建设奉献忠诚和汗水

即便奉献眼泪和生命也在所不惜

于是您把功勋埋葬，把往事尘封

您成了建设来凤战场上的一名新兵

永远冲锋在前

您对妻儿们严厉

却对来凤的父老乡亲百般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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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飞驰在新藏线上，我坐在副驾
驶座上，看着两边景物不住地向后飞
去。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没有树，没有
水，浑黄一体。

正无聊之际，驾驶员突然伸手指向
远处，兴奋地叫道：“前面就是康西瓦！”
我连忙欠身，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
康西瓦，一个一直在心里回响的名字。

读军校时，教员常常讲，在祖国西部
边陲，有些地名是注定要承载动人故事的，
如神仙湾、红柳滩、甜水海、狮泉河……当
时，在我心底印刻最深的是康西瓦。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场边境自卫反击
战在喀喇昆仑山打响，我军前指便设在康
西瓦。战争结束后，前指撤离，留下83名
烈士的遗体，后人便在这里修筑起中国海
拔最高的烈士陵园——康西瓦烈士陵
园。后来因公牺牲的军人也陆续葬在这
里，截至如今，共有106位烈士长眠于此。

记得当时教员讲到这些时，声音变
得虔诚，眼睛里也隐约闪着泪花，让我深

受感染又心生向往。回到宿舍，我翻开
地图，顺着 219国道蜿蜒向南，找到了康
西瓦。海拔 4700 多米的康西瓦烈士陵
园并没有守墓人，但地图上仍标以居民
点的图例标识。

那一刻，我距离康西瓦的直线距离
为1220公里……

毕业后，我奔赴正在外地驻训的部
队报到。机缘巧合，报到单位距离康西
瓦并不远……这天，上级安排我带车去
拉水。得知拉水路途中会经过康西瓦，
我心中十分激动。

顺着驾驶员指引的方向望去，远处
的山脚下，灰白的矮墙围了一个方圈，
中间矗立着灰黑的纪念碑。在周边灰
黄的山体映衬下，它孤零零地坐落在那
里——这就是康西瓦烈士陵园！
“康西瓦是个很神奇的地方，附近的

驻军不管是谁，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到
康西瓦向烈士报到，还自觉地定期过来
汇报工作，都形成传统了。”驾驶员打开
话匣子，讲起了关于康西瓦的神奇传说，
让我感受到行走在新藏线的军人对这片
土地满怀的崇敬之情。

我问：“咱们距离烈士陵园有多远？”
“不到2公里吧！”
不到 2公里！我觉得我能触摸到大

山主人的心跳！
任务在身，无法停车祭拜，驾驶员按

响长长的鸣笛，向先烈表达敬意。我也
举起右手，缓缓行了个军礼。

部队结束任务，转移前，上级指示，
全体将士祭拜陵园，向先烈们告别。

数百人的方阵在陵园纪念碑前整
齐肃立，阵阵的高原风吹来，仿佛低沉
的哀乐。

我抬头仰望纪念碑。碑高约 10米，
上面铁画银钩了 13个红色繁体大字：保
卫祖国边疆的烈士永垂不朽！烈士的坟
茔在其后成行成列……终于置身这片仰
望已久的精神高地，我感受到强烈的震
撼。这种震撼，不需要任何庄重的仪式，
也不需要铺陈他们的事迹。当你面对他
们时，有种感动就像山对面的喀拉喀什
河一样在心中静静流淌。

每一座烈士墓前都立着一块灰色墓
碑，刻有烈士姓名、生前单位、生卒年月
以及籍贯。绝大多数烈士牺牲时只有20
岁左右，硝烟与战火将他们的芳华永远
定格，并在祖国的西线坚定地绽放……

正在缅怀之际，身后传来两声汽笛。
回头一看：另一支部队长长的车队正缓缓
经过，他们也在通过鸣笛的方式告祭烈士
在天之灵。顷刻间，千车齐鸣，此起彼伏的
汽笛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哪一个军人能
抵得住这样的场面？泪水早就模糊了我的
双眼，再看烈士时，他们分明就站在那里，
背靠喀喇昆仑山，俯视喀拉喀什河，紧握手
中钢枪，等待着祖国一声召唤……

一阵强劲的高原风吹来，那风声由
远及近，似战马嘶鸣，似利剑出鞘，更似
战士们冲锋陷阵的呐喊……

走近康西瓦
■孙振者

您咬牙忍受身体上的疼痛

奉献成了您的信仰

忠诚成就了您的担当

您退伍不褪色，离休不离志

一辈子都在努力学习和追求

您在88岁高龄左腿截肢

您毅然装上假肢，顽强地站了起来

您作为一名老战士，给后人做出了榜样

您用95岁的本色人生

给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当您用一条独腿坚强站立

当您缓缓举起右手，面向军旗敬礼

人们感受到一名老军人不可撼动的尊严

隐藏的光芒
■雷晓宇

一个老兵，用二十四年的时光

写下一部英雄史诗。再用七十一年的光阴

写下一本遗忘之书。他忘记了

掀开头皮的子弹，也忘记了潜藏在身体的弹片

他忘记了战争带给他的荣光，如同一条

身披日月星辰的大河，在历史的转折处

隐姓埋名。成为这个时代的潜流

和大地沉郁的脉搏。一条健忘的无名之河

用他的铁骨和战斧，在大地深处，日复一日地

开凿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很多年前，他甚至忘记了生死

在杀机四伏的弹雨中

身先士卒，一次次把死神扼杀在冲锋的路上

如今他老了，对于战而胜之的秘诀，他似乎

也忘记了众多迂回的法则，只记得这三个

血气方刚的字——不怕死

一个老兵，没有战死在沙场，也没有

回到故乡。而是在辽阔的江山中

领取一片贫瘠之地，重整行装

那些像钉子一样镌入肉体的苦难

和足以与群山并立的功勋

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忘却呢

原来是胸中，只够装下一个伟大的国度

原来是眼中，那些深眠于地下的战友

他们永不消逝的脸庞占据了太多的回忆

他因此遗忘了自己

一个老兵，用七十一年写下的遗忘之书

激荡着整个民族的记忆，让世人顿悟、赞叹

继而把泪水和热血汇聚成一条浩荡的江河

学校是全军绿化先进单位，一年四
季，院子里花草葱翠，疏影暗香。碧桃、
樱花、紫藤、芙蓉……在园中，在池畔，
在路边……姹紫嫣红，争奇斗艳。

百花次第开，月季是至爱。
上世纪 90 年代，全校官兵公投，

从待选的十几种花卉中，选出月季作
为校花。大家如此心照不宣，多半因
为：营院偏僻、交通闭塞，大部分官兵
处于单身、半单身状态。心中有爱，玫
瑰传情，但园中玫瑰春梦惊鸿，转瞬凋
零。月季，与玫瑰难分伯仲，泼泼辣
辣，春日里与百花簇簇拥拥，一并盛
开；数九寒天，风雪漫卷，依然凌寒怒
放。心中那个“她”，更似月季，柔美花
容，阳刚品性。

作为当时在学校工作为数不多的
女军人，我曾经调侃几位认真填写选票
的男同事在选美，他们笑而不答。虽然
我也选择了月季，但我总觉得用月季来
类比雄姿英发、豪迈奔放的军人，似乎
欠点什么。

时间久了，我发现，官兵们除了喜
欢可以进花谱的月季外，还喜欢一种普
普通通的野花——蒲公英。

学校是花园式营院，花草树木像队
列一样整齐。勤快的花匠们常常检视
草坪，影响整齐划一的杂草会被毫不留
情地剔除。蒲公英是当地寻常野花，命
运自然不会比狗尾巴草、车前草好到哪
里去。但是一场小雨过后，蒲公英又会
在草丛中探头探脑。

学员们则十分怜惜蒲公英，补种、
培土、扫叶、捡枝，很少将它们连根拔
起。军校生活节奏紧张，学习训练，沐
雨栉风，披星戴月。难得的小憩，学员
们会扑倒在草坪上，抹把汗，掐一朵蒲
公英绒球，一口气吹过去，几十个小伞，
载着比米粒还小的种子随风飘荡开
去。疲累、紧张、憧憬、渴望……似乎也
随着蒲公英的种子飘散开去。

学校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办公
区、家属院、树荫下、草坪里，甚至军事

障碍训练的铁丝网、独木桥下，低眉抬
眼之间，总能看到蒲公英的影子，小黄
花、白绒球，摇摇曳曳，袅袅婷婷，伶伶
仃仃，闪着星星点点的光。

日常生活，蒲公英也被官兵们派上
了大用场。

我曾经看见过一位老教授在实验
楼下的草坪里找寻什么。“找蒲公英，煮
了喝，败火。”声音沙哑，满嘴燎泡。为
了项目连续加了个把月的班，没时间上
医院——蒲公英清热、解毒。

一位陌生女子在家属院小树林里踏
青，剜出了半尺多长、手指粗细的蒲公英
主根，一位家属忍无可忍：“你这是让它
断子绝孙呀。这样粗细根的蒲公英至少
要长两年。摘花、掐叶都行，不能挖根
呀。”家属的丈夫调到南方一个基地，茶
香四溢，却忘不了校园蒲公英的青涩。
隔段时间，一包采自小树林的蒲公英茶
就会如约而至——蒲公英解乡愁。

国庆阅兵摄影展，很多人在一幅学
员的巨幅特写前驻足。照片上的学员
头戴钢盔，抱着枪，灿烂地笑着，细长的
眼睛弯成月牙。粗糙黝黑的皮肤、眼角
深深的皱纹都让人能立刻联想到阅兵
训练的艰辛。令我震撼的是他迷彩钢
盔上别着的一朵蒲公英花！尽管看不
到他的军种标志，但我依然强烈地预感
到这是我们的学员——果然。这是怎
样的一种心有灵犀？

学校南门宽阔的林荫路两侧，矗
立着宣传先进人物的灯箱，最醒目的
第一块总是留给每年自愿申请到艰苦
地区工作的毕业学员。照片上的他们
肩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红色
绶带，胸佩军功章，目光如炬，自信从
容。灯箱下是盛开的蒲公英。清风徐
来，蒲公英毛茸茸的种子驾着小伞轻
盈地掠过。

谁也不知道蒲公英的种子会飘向
何处，但大家知道，只要它们落地，无论
是在山地、丘陵的石缝，还是在平原、沼
泽的泥淖，只要有一把泥土附着，只要
有一滴水润泽，它就会发芽、生根、开
花、结籽。

士兵读懂了月季，把它珍藏在校园
里；士兵也读懂了蒲公英，勇敢地走向
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读懂蒲公英
■倪雅玲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午后炽热的阳光洒在水面上，反射
出一片片耀眼的光芒。这片海的平均
深度超过 4000 米，呈现出迷人的深蓝
色，它掀起 2米多高的涌浪，用略显“奔
放”的方式迎接我们的到来。

2017年 12月 23日，第 28批护航编
队（盐城舰、潍坊舰、太湖舰）历时 21天，
航程6800余海里，跨越5个时区，顺利抵
达亚丁湾东部海域。我作为翻译，随潍
坊舰执行护航任务。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1851号决议，
2008 年 12 月 26 日，中国海军第一批护
航编队从三亚某军港起航，赴亚丁湾索
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9年来，中国
海军护航编队累计为 6000余艘中外船
舶护航，确保了被护船舶和编队自身的
“两个百分之百安全”。

在这片中国海军奋战了 9年的“战
场”，护航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编队官兵
对任务的期待憧憬，此刻化作一股强大而
坚定的力量，从每个人的眼睛中流露出来。

透过舷窗望出去，没有陆地，没有船
舶，没有飞鸟，只有海水、蓝天和远处的
地平线。初次来到亚丁湾的我，很难将
眼前的这幅景象与危机四伏、波诡云谲
的海盗劫持事件联系起来。
“方位���，距离��海里，发现

目标！”编队距离会合点还有十余海里，
导航雷达兵的报告声突然响起。

这么早？舰长抓起望远镜，朝着该
方向眺望。原来，第 27批护航编队的舰
艇没有在会合点等候，而是专门向东前
出迎接我们。

第 27批护航编队顺利完成多批护
航任务，直到编队会合时，岳阳舰仍在
执行护航任务，前来迎接我们的是海口
舰和青海湖舰。两艘军舰舰艏整齐朝
向东方,一前一后向我们机动。

不多会儿，5艘中国国产战舰，千余
名护航将士，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祖国利
益的神圣使命，会合在辽阔的亚丁湾上！

简单的寒暄问候之后，按照惯例，
两编队开始联合护航，帮助接班编队尽
快熟悉环境、进入情况。不经意间，风
浪又增大了，舰艇摇摆着，奔腾的浪头
扑上前甲板，撞击出朵朵雪白的浪花。

2018年 1月 20日，该批次护航任务
由潍坊舰独立执行。

7时 30分，我来到驾驶室。天已大
亮，柔和的晨曦洒在前甲板，周围能见
度不错，海面风浪不大。

8时03分，潍坊舰与被护商船“旺达”
号会合，准备组成编队。突然，导航雷达
兵高声报告：“右舷��度，距离�海里，
发现可疑小目标高速向商船接近。”

有情况！所有人的神经立刻绷
紧！舰长跳下舰长椅，三步并作两步来
到导航雷达兵旁边，眉头紧锁地盯着屏
幕，开始筹划舰艇机动方案。

预指指挥员抓起望远镜，很快发现
了正在高速接近的小艇，果断下令：“立
刻驱离！”
“转一级反海盗部署！直升机转一

等战斗值班！”舰长话音刚落，全体舰员
按照部署和规定路线，迅速奔向各自战
位。这是一次没有预警的实战。
“全舰舰员备便。特战分队各小组

备便，重机枪手做好射击准备。”各部位
备便的同时，舰长已经操纵舰艇，将商船
与可疑小艇隔离开来。驾驶室中的气氛
好似凝固的水滴，只剩下舰长操船的口
令声，和各职手复诵口令及报告的声音。

可疑小艇并未因军舰的出击而改
变航向，仍持续向我们接近。没多会
儿，用肉眼就能看到一艘白色小艇正在
并不很大的涌浪间起伏，时隐时现。经
识别，可疑小艇上载有 5人，难以确认其
身份。见其没有离开的意思，预指指挥
员下令采取下一步措施：“先发射信号
弹，再发射爆震弹，进行震慑驱离。”
“红色信号弹两发，准备，发射！”信号

兵麻利地为信号枪装弹、瞄准、射击，一气
呵成。信号弹高高射入天空，闪耀红色光
芒后，落入小艇前部数米处的海中。

小艇上的人员大概看到了这颗信
号弹，略微向外转向，但没过几分钟，导
航雷达兵报告：“小艇再次转向接近。”

看到小艇如此大胆，大家心中更添
了一分紧张的战斗状态。
“爆震弹两发，准备，发射！”“砰——

砰——”早已备便的特战队员扣动扳机，
两颗爆震弹在小艇上空炸裂。

8时 33分，可疑小艇见确无可乘之
机，转向驶离。

这是编队担负护航任务以来，第一
次直面潜在威胁，战斗警报刚刚拉响
时，我的心头还隐隐萦绕着一丝忐忑，
看到指挥员的果断决策和全舰稳妥的
处置，我悬着的心很快落了下来。是祖
国的强盛，让我们能够拥有一支强大的
海军；是平日的刻苦训练，让这支部队
能够勇于直面任何挑战。

转眼间，农历春节将至。这是我第
一次在距离祖国万里外的亚丁湾过年。

腊月二十八，潍坊舰开始执行护
航任务，为两艘商船护航，任务将持续
到年三十。

年三十上午，舰上开始春节氛围营
造，准备过年。主通道里，有人贴福字，
有人写对联。顺着斜梯向上一层，预指
指挥员和舰领导的房门统统被“美容”，
平日严肃认真的领导们由着年轻人装饰
他们的房间，满脸都是宽厚的微笑。

再上一层斜梯，来到驾驶室，这里
气氛迥然不同，好似进入一个平行空
间，这里不过年。

导航雷达屏幕上，两个光标紧紧跟
在潍坊舰侧后方，那是两艘被护商船；荷
枪实弹的当更特战队员正在耳桥巡逻，
他紧握望远镜，时刻注视着海面上的动
静；驾驶室里每个整点都会响起商船报
平安的声音，中国籍商船“石龙岭”号担
任队长船，这声报告用的是普通话。

大年三十的亚丁湾上，潍坊舰时刻
保持着昂扬斗志和百般警惕，枕戈待旦
守护着商船安宁。有了我们的陪伴，祖
国商船的船员们也可以安心过大年了。

午后时分，护航编队顺利抵达解护
点，“石龙岭”号商船发来新春祝福：“感
谢海军护航编队，祝新春愉快，工作顺

利，合家欢乐。”
护航结束，看完春晚，全舰一同包

饺子，守新岁，不知不觉已是深夜。
大年初一清晨，餐厅中的三部“亲情

热线”成了全舰最火的地方。吃早饭时，
电话前已经候着好几个舰员，等待给家
里拜年。为了节省时间，有人右手举着
电话，左手拿块馒头，一边啃一边唠。一
直等到晚餐时分，排队打电话的人略少
了些，我也加入了等电话的队伍，等待
中，无意间听到几句“私房话”。
“婷婷，新年好！”电话接通，媳妇听

出老公的声音，很惊喜。大概问他冷不
冷，小伙儿笑：“这儿好像咱的夏天呢！
家里冷，你注意保暖！宝宝在你肚子里
乖吗？你要多休息啊！”

那边兴致正高地和媳妇聊着，这边
却是一番不同的景象。电话刚接通，上
等兵小李眼泪却先掉下来。小李一边
喊着：“妈！”一边抹眼泪，还要拼命憋
着，不能让妈妈听出自己的哭腔。他看
看四周，有点害羞，把脸藏进臂弯里，再
抬起头时，眼泪已经糊到了鼻子上。
“妈，别担心，我现在不晕船了，昨天

年夜饭还有肉末海参呢！班长和战友对
我很好，教我很多东西，就快能独立值班
了！”听着妈妈的殷殷叮嘱，他不停地点
头。挂电话时，他的脸上泪痕犹在，不过有
了家人的鼓励，他又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终于轮到我了，我拨通妈妈的手
机，给她和爸爸拜了年，回头看看身后
还有数人排队，我赶紧将满腹话语变成
“压缩版”，便将电话让给了其他人。

走上甲板，夜风轻拂。第一次在离
父母如此远的地方过年，我有点想家，
但想到自己的使命任务与祖国利益联
系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中洋溢着幸福
和力量。祖国强盛，人民海军不断走向
深蓝，自己作为新一代的海军军人，心
中充满了自豪和骄傲。

我抬头遥望东方，那是祖国的方向，
一颗星星高悬夜空闪闪发光。我的心头
不由一热，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正站在亚
丁湾的海面上，站在流动的中国国土
上。这个年，我和战友们在履行使命中
度过，以军人的姿态守护和祝福祖国。

迎着亚丁湾的海风
■黄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