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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敏：边防军人，错过了孩子最

重要的成长，没有太多的呵护和陪伴，

依然不妨碍成为孩子心目中的英雄。

@菇凉靓：有一种幸福，是有父爱相

伴。对于军人父亲而言，这份爱熔铸着

忠诚与奉献，饱含着炽热与温情。虽隔千

山万水，却更能予人以力量，催人以奋进。

@华山剑：养儿始知父母恩。小

时候我最喜欢去部队探亲，爸爸总会变

身父爱爆棚的“宠娃狂魔”。后来我成

为一名边防军人，再后来我的儿子也出

生啦，这才让我真正理解了父亲……我

最怕还没好好陪儿子，他就长大了。

@亦心：我是一名边关军嫂，很

想对儿子说一句，如果有一天你也能

穿上军装，你一定会理解，爸爸对你

的爱不比妈妈少。

（彭泽壮整理）

连长休假，我独自组织完一场临
机拉动。身心俱疲时，我想起父亲常
说的一句话：“不吃苦，哪来成长？”

写完工作笔记，北疆的夜已是漆
黑。打开手机微信，父亲的叮嘱又一
次在等着我：“遇到困难多请教身边
人，学历不代表能力。”

30 多年前，也是在这片边疆土地
上，父亲曾扎下根来，从普通战士成长
为带兵人。他的人生经历化作浓浓父
爱，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拐点”，照亮
我前行的路。

那天，我冲动地敲了几句感激的
话，又悻悻地删去。这样的桥段，实在
不适合我们这对父子。

父亲曾是一名边防军官，我们几乎
在相仿的年龄守在这里。也许，我们曾
在同样肆虐的沙暴中跋涉，冲向目的
地；也许，我们曾仰望同一片星空，憧憬
人生；也许，我们在同一个节日眺望远
方，思念切切。尽管这份思念，穿越了
时空，更迭了对象，但同为边防军人，那
份坚守的滋味是一样的。

记得小时候，母亲常说我的性格
随父亲，一样的不善言辞。但在那个
懵懂的年纪，我并不懂父亲。或许，年
轻时的父亲也曾像我那些初为人父的
战友一样，对生命的延续充满欣喜，通
过孩子的眼睛看见无限未来；又或许，
父亲像更多边防军人那样，因为小家
与大家的矛盾而对我心怀愧疚，只能
把更多付出作为补偿。

还记得那时父亲每次探亲回来，
都会背着大包小包的特产，脸上挂着
和蔼的笑容。一次，父亲给我买来一
个“变形金刚”机器人玩具，我兴奋地
一连几天在小伙伴面前炫耀……

一年回一趟家，每次团聚几十天……
童年记忆里，我那个“硬核”父亲，是对
我百般疼爱的慈父。

只要休假在家，父亲都会送我去
幼儿园。一次，我在幼儿园门口抱着
父亲哭得伤心，说啥也不愿进大门，他
还真的带我回了家，手里拎着沿途买

的零食和玩具，全然不顾母亲恨铁不
成钢的眼神……这个故事，在我的少
年时期经常被母亲提起，特别是在我
长大后和父亲出现分歧时。

记不清，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疏
离的。或许是我不再把参军入伍当作
人生理想，是我开始觉得操枪弄炮“没
啥技术含量”，更有可能是我渐渐懂得
母亲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的艰辛，
开始渐渐从心底深处抵触那个遥远的
边地……

戍边的父亲越来越忙，当他一年
一次的“探家”变成我们到部队的“探
亲”，我俩之间的交流基本变成了电话
里、餐桌上的“你问我答”。初二那年
暑假，母亲带我去了新疆，父亲正带队
组织比武集训，他把我带到连队当起
“通信员”。我以为这是一次拉近父子
关系的善意表达，谁知父亲比谁都认
真，专门嘱咐机枪班长带好我这个“新
兵蛋子”。

出操、整理内务，扛机枪、扛迫击炮
弹，和战士一起参加武装越野……盛夏
炙热如炉，上午训班协同、下午练体能、
晚上压被子，我的身体和意志被煎熬
着，父亲却始终不见人影。

在一种愤怒和“自证”的情绪驱动
下，我完成了一个月的“魔鬼夏令
营”。假期结束时我又黑又瘦、满腹委
屈，甚至拒绝与父亲对视。

开学前夕，母亲决定留在部队陪
伴父亲，我跟着一位休假的老班长一
起返回内地。登机前，我头也不回地
走进了安检……后来母亲告诉我，在
我背影消失的一刹那，父亲流泪了。

我和父亲再未提起过那个夏天，直
到我担任指导员，开始频频转述他对我
说过的“金句”，才渐渐感受到父亲当年
那种望子成龙的苦心。铁总要锻打才
能成钢，但究竟如何锤炼，“执锤之人”的
焦灼感更甚，而父亲承受的煎熬一点儿
也不少。

高考结束后，我选择了军校。在
与父亲的“对峙中”我渐渐明白了一名

军人父亲的良苦用心。
几年后，在我军校毕业之际，父亲

选择脱下军装回到河南老家。那一
年，成绩优异的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
毕业去向——新疆，那个曾经让我又
爱又恨的地方。当我平静地告诉父亲
这个决定时，他的言语中透着不舍。

但我知道，这一次，我们的心是相
通的。

有人曾说，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
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目送他渐行渐远。这句话，在
我参军入伍，到了边防后，有了更为直
观和真切的体会。

后来，我被分配到新疆某部，在机
关实习期间，父亲千里迢迢来看我。他
不让我请假，我们就在部队大门口的接
待室见面，他告诉我：“在边疆锻炼，人才
能成长。做人啊，没有谁比谁强，就看
能不能吃得了苦，吃得起亏，撑得过去。”

看着我努力地点了点头，已经两
鬓斑白的父亲，一只手微微动了一下，
似乎想拍拍我的肩膀……但最终，我
们还是平静地道别，以军人的方式。

那一天，我突然理解了父亲的人
生哲理：一个人的坚强，并非一时之勇
的突进，而是一生坚持的积淀。回首
我考军校、考研、到基层任职的这段历
程，父亲赋予我的坚强性格是最为坚
实的支撑。

特别是在我担任基层指导员后，父
亲也看到了我的成长，他越来越频繁地
打来电话，讲述他的过去：当兵时躲在
墙角避风雪，站岗时偷偷烤红薯；当连
长时，如何带好不听话的战士……

新疆与内地有两个小时的时差，
连队生活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父亲的
电话总是“掐着点儿”在深夜打来。

一天又一天，在父亲的讲述中，我
比对自己的工作，渐渐有了底气。有
时，看着年轻战士的脸庞就像看到了
当年的我。而我，正渐渐变成父亲当
年的样子。

我觉得这样挺好。

“硬核”父亲坚实的爱—

我正渐渐变成父亲当年的样子
■讲述人：西部战区空军某旅连队指导员 崔 波

一场雨，让初夏的高原寒意阵阵。
裹上大衣坐在值班室，我的思绪不由地
飘回家乡的阡陌。这个季节，正是家乡
樱桃成熟的季节——红绿相映之间，一
簇簇樱桃晶莹剔透，红得甚是喜人。

放眼望去，远方是一望无际的土黄
色，高原上一年中仅有的绿意还在萌芽
中……因为少了几抹颜色，高原生活也
便更显孤寂。

记得小时候在家里，父亲每次下班
都会买回各种水果：淡黄的枇杷、暗红的
杨梅……到了部队，每次想家，我就会特
别想念家乡的水果。在我的心里，水果
的酸甜已然成为幸福的回忆，因为那是
家的味道。
“想啥呢？”值班结束后，身旁的战

友、好友冯慧狡黠地一笑，问道。
“樱桃！”我下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
“又想多了吧。”望着笑盈盈的冯慧，

我才意识到：守在离家 2000 公里、风吹
石头跑的高原，每天除了训练就是值班，
许多美好的回忆只能是想象。

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父亲的
身影再次浮现眼前：戴着绺丝的手套，穿
着褶皱的衬衣，坐在窄小的汽车驾驶室
内，略胖的身材显得有点局促。他是一
名汽车驾驶员，每个星期总有那么几天，
出车归来副驾驶座位上都会放着一袋水
果——一袋专门买给女儿的水果……
“雅妮，有你的包裹。”战友刘源的喊

声，把我的思绪从记忆中拽了回来。只
见，他的手里拿抱着一个包裹箱。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纸箱，一片熟悉
的“红色”映入眼帘——那是一箱圆溜溜
的樱桃。甚至顾不上用清水冲洗一下，

我拿起一颗就往嘴里塞，甜酸的汁水直
沁咽喉。

冒着雨，我一路小跑回到宿舍，拨通
了母亲的视频电话。“今年的樱桃甜吗？”
电话那头，她笑着说，父亲担心路途遥
远，运到高原的樱桃会不新鲜，为此他多
付了一笔加急运费，并告诉快递公司工
作人员：“我女儿在青海当兵，她最爱吃
家乡的樱桃……”

母亲还对我说，这阵子，父亲经常一
大早出车，很晚才到家。担心错过一年
一度的“樱桃季”，他专门托朋友联系了
一户果农，周末和母亲一起到郊区果园
采摘了一箱樱桃，当天就寄往高原……
听着听着，我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连
忙说：“甜，今年的樱桃特别甜。”

入伍 8年，我从没跟父亲提过想家，
但我始终沐浴着父亲深沉无声的爱。
我知道，每当樱桃变红的时候，远方的
父母就又老了一岁，头上又会添上几绺
白发……

为人子女却离家千里，想做更多却
力不从心……每一个坚守远方的人，心
里多少都会有一言难尽的遗憾——你
以为自己长大了，在父亲眼中，你还是
个时时需要关心的孩子；你以为自己成
熟了，却未必能读懂那份含蓄内敛的深
沉父爱。

有一种爱，给予永远是无私的。这，
就是父爱的博大。

时光匆匆，转眼间我已是一名中
士。从初入军营的稚气女生，到如今的
女兵班班长，如山的父爱情缘始终陪伴
着我。手中红彤彤的樱桃，让我时时能
感受到家的温暖。

品味父爱的寄托—

快递加急，爸爸寄来的红樱桃
■讲述人：西部战区陆军某旅通信连中士 李雅妮

蓝天，碧海，沙滩，南海的美纯粹简
单。军校毕业后，我来到祖国南海一线，
成为一名守望祖国海天的航空兵。当我
漫步沙滩，转身回望身后深深浅浅的脚
印，总会不自觉地想起父亲。

不知是否天下所有的孩子，对父亲
的印象都是严肃而不苟言笑？熟悉我们
父子俩的人都说，我长得很像父亲。可
我总觉得，我们不一样——他严肃的面
孔仿佛拒人于千里之外，严厉的教诲总
让我回忆起犯错后的惶恐不安。

正如父亲喜欢在我面前谈及“别人
家的孩子”一样，小时候的我总是羡慕
“别人家的父亲”。羡慕他们慷慨的鼓
励，更羡慕他们的随和大度。那时对父
亲，我的心里只有胆怯。

要说最怕的还要数父亲的鞋——那
是我年少时的“噩梦”，是父亲勃然大怒
时顺手拿来教训我的“工具”。在我不爱
惜食物偷偷将鸡蛋扔进厕所后，在我逃
课与小伙伴去打游戏被发现后，父亲发
起火，就会随手拿起鞋子抽过来。

我出生在长江边。小时候，我对父
亲趿着拖鞋、“不修边幅”的形象颇为不
满。初中时的一次家长会，父亲穿着拖
鞋去参加，那天回家后，一股无名火蹿上
心头，我的情绪如火山喷发一般爆发了：
“爸，你能不能别这么丢人！”

那天，我原以为的“拖鞋雨”并没有
袭来，取而代之的，是父亲的沉默。

上了高中，我的性格开始叛逆，有时
候晚自习一结束，便偷偷溜去网吧。那
阵子，我和父亲的关系也降至“冰点”。
他打也打过骂也骂过，但面对已经和他
一般高的我，父亲再也想不出更多管教
办法，只能每晚到学校门口接我放学，一
接就是3年。

那天，我在校门外没有看到父亲的
身影，便独自一人回到家……许久，一觉

醒来的我依稀听到客厅的关门声和父母
的对话。
“怎么今天没去接娃儿？”
“公交车坏了，打出租车到学校要

30元钱，我寻思着也就 10多里路，他一
个人回来也行……儿子大了花钱的地方
多，我们能省就省点。”

夜深人静，父亲的话，刻进了我
心里。

高考那年，我收到武汉一所军校
的录取通知书。父母高兴极了，决定
办一场酒宴庆祝。那天，父亲特意穿
了双皮鞋，可我脑海里却总浮现他穿
拖鞋的样子。说不上为什么，我的内
心充满愧疚——当我认为父亲不近人
情时，当我要求他能懂我时，原来我还不
懂他爱的方式。

上军校时第一次外出，我和班长
去了武汉江汉路，用半个月津贴给父
亲买了双新皮鞋，高高兴兴地寄回了
家。后来放假回家，一进门，我发现门
口的鞋架上没有摆放我买的那双鞋。
母亲告诉我，“你买的鞋，他一直舍不
得穿……”

毕业分配前，我打电话给父亲，把
“想去南海、去祖国最南边”的想法和盘
托出。他沉吟片刻，说：“去吧，只要是你
认为对的路，就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后来由于体检不合格，我被迫终止
空中战勤改装训练，“飞行梦”就这样碎
了……父亲的安慰还是那样的朴素、深
刻：“穿着什么鞋走什么路，你今天穿着
布鞋不适合走‘水路’，那就换条路走，重
要的是你要一步一个脚印。”

穿好鞋，走正路，一步一个脚印走踏
实——这一直是父亲教给我的做人道
理。父亲的挺拔背影，始终在我前行的
视线中。行走在他的目光里，我也挺直
了脊梁，迈出军人应有的步子。

品读父爱这本书—

远离家园，难忘爸爸那双鞋
■讲述人：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大队政治工作处干事 熊晨曦

自从归队后，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炮

兵营战士阮胡生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爱

好：看星星。

“去年冬天，家乡武装部打来电话：

父亲跑船时在海上出事了……”刚下夜

哨的阮胡生沉重地聊起了往事。

阮胡生说，他从小学习成绩一般，很

少有什么值得父亲骄傲的事情。当兵

前，父亲跟他有个约定：只要他在部队立

功受奖了，就会来西藏看他，等他休假时

还会带他去看大海……

因为这个约定，个子矮小的阮胡生，

在连队一直很拼。

400米障碍是他最弱的训练课目，

由于身高原因，很多障碍项目别人很轻

松就过去了，他却练得分外吃力。为了

成绩达标，阮胡生经常一个人反复加练。

从云梯上跌落、从独木桥上摔下来，

阮胡生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一次低

姿匍匐过钢丝网时，他的头部不小心被钢

丝划了一道口子，血顺着脸颊流下来，但

再苦再累，阮胡生也没有掉过泪。

那年冬天，刚移防高原，阮胡生的手

指不到两周就冻得像红萝卜一样，还经

常被训练场上的石子磨破……寒风一

吹，钻心地痛，他咬牙忍着。

“知道为啥我爱看星星吗？爸爸说，

他想我的时候，就会在甲板上看西南方

向的星空，他说西藏的星空和大海一样

美，而那片星空下有自己的儿子在站岗

执勤……”

父亲的期望，让阮胡生一直咬牙

坚持着。

直到那个夜晚，噩耗传来，阮胡生当

兵以来第一次感到茫然失措。

望着夜空，要强的阮胡生一直不愿

让战友看到自己流泪。可那一次，他再

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泪水……太多事，阮

胡生不能接受：4岁时，母亲就去世了；

他刚长大懂事了，父亲又离开了他，连最

后一面也没见到。

为父亲办完丧事，阮胡生独自一人

去了父亲打工的海滨城市。那天他在沙

滩上对着大海一遍遍高声呐喊……直到

那片海在暮色中一点点由蓝变黑，他的

嗓子也哭喊到沙哑。

寒夜冷风里，阮胡生孤独地踏上了

归队的列车。他把20年来的伤心记忆，

都留给了那片海……

人生如海，伤心也不能失去信心。

阮胡生的内心，依旧装着和父亲的那个

“约定”。

回到连队，阮胡生表现得比以前更

刻苦、踏实，各项训练成绩也逐渐上去

了。同时，他多了一个让全连人都很费

解的习惯：站夜岗。

一开始，连队指导员王栋还担心阮

胡生的“心结”解不开，夜里站岗会出

事。每次站岗前，都反复叮嘱一起站岗

的哨兵要多关注他。后来，王栋发现他

不但没有任何异常表现，年底还第一个

递交了留队申请书。

在反复交流中，王栋知道了那个“约

定”，也默许了阮胡生想站夜岗的要求。

但王栋对他也更加关注，总是叮嘱值班

员，每次排岗时，尽量把他安排在夜里第

一班岗或者最后一班岗。

“一想到爸爸，我就会想到和他的‘约

定’，这是我当兵的第三年，我相信总有一

天，我会拿着立功奖章，告慰天堂里的

他。”说这话时，阮胡生眼里噙满了泪水。

那一夜，雪域高原上繁星点点，就像

海潮深处的夜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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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爱，总是付出多一些、回报少一点，却让人坚强豁达，铸就从容自信。
有一种情，永远灌注生机且驱赶怯懦，温润一生、情牵一生，却无法一生相伴。
父亲撑起的天，是儿女静静的港湾。沐浴着父爱，远方的儿女就有了归途。
所谓父爱，每一个守望远方的人，都有一个朴素的答案，那是他们心底的如山情缘。

—编 者

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边 关 风

虽隔千山万水，父爱一直相伴
—边关军人眼中的如山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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