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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希尔超级营地的中国工兵营区
内，雨水将板房屋顶敲得“噼啪”作响。
这天是母亲的生日。四级军士长林超执
行完保障任务，匆忙赶回宿舍，拨通了母
亲的电话。

得知弟弟林群如期完成维和任
务，安全回到了母亲身边，林超的心里
长舒了一口气。通话结束，母亲给他
发来一张照片。透过照片，林超一眼
便看到了一家人背后那棵高过院墙的
香椿树。

小时候，林超和弟弟林群经常在香
椿树下嬉戏，搭鸟窝、挂灯笼、荡秋千。
清明前后，母亲总会掐一把香椿的嫩芽，
配上豆腐，切碎、滴油、拌匀，美味至极。
夏天，一家人会把餐桌搬到树下，一边吃
饭，一边聊天……这棵香椿树，承载了林
超数不尽的对于家的记忆。

林超从行李中，拿出一包香椿芽，冲
上热水，热腾腾的香气扑面而来。离家
前，母亲亲自晒了香椿芽，让他带着。由
于数量不多，他一直不舍得喝。

前年 4月，林超和林群相约，一道回
家探望年迈的母亲。母亲特意为他俩煮
了一锅香椿面。餐桌上，伴着香椿面飘
出的腾腾热气，两兄弟掏出为母亲准备
的“礼物”：哥哥林超的是一份“优秀共产
党员”证书，弟弟林群的是一枚联合国贝
雷帽金属帽徽。

驾坦克、开吊车、立三等功，从参军
起，弟弟总是样样走在前。林超盯着这
枚金灿灿的帽徽，止不住羡慕。然而，不
一会儿，母亲的神色变得格外凝重：“你
这是干啥？要去哪？啥时候回来？”母亲
紧张地询问。

弟弟林群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给出
答案：“组织定了我去参加维和，去马里，
过几个月走，去一年。”兴高采烈的他，还
没发现母亲的变化。
“您放心，他们集体行动，安全有保

证。”心思细腻的林超见状，急忙帮弟弟
打圆场。

那晚过后，母亲独自离开了，好像什
么都没发生。兄弟俩归队前，母亲像往
常一样，给他们每人包上一包香椿芽，给
弟弟的那一包要多些。母亲说，怕他出
国后想家。

巧合的是，林超回到部队 4 个月
后，单位受命组建第 15 批赴苏丹维和
工兵分队。他铆足劲刻苦训练，凭借着
过硬的业务素质，被遴选为分队司务
长。维和，这个令他心驰神往的梦想，
即将实现。

那天，沐浴在耀眼的阳光中，出征的
誓言气贯长虹。“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人，我宣誓……”在出征仪式上，林超擎
起右拳，迎接着属于他的荣耀时刻。当
视线越过鲜红的八一军旗，他突然看到，
母亲正站在前来送行的人群中。林超的
泪水夺眶而出。
“妈妈为你感到骄傲。”仪式结束后，

母亲把带来的香椿饺子和一包香椿芽递
给林超。林超一把抱住了母亲……

转眼到了春节。林超收到母亲发
来的一段视频，“香椿王香椿王，你发粗
来我发长……”视频中，林超的女儿站
在香椿树下，用稚嫩的声音念着。在林
超的记忆中，小时候，每次过年，母亲都
会让他们兄弟俩抱香椿树，盼着他们茁
壮成长。

视频中，母亲嘱咐着林超：“妈啥都
懂，你在异国他乡不容易，要踏踏实实地
干。你是司务长，要让大家吃饱、吃好！”
林超聆听着母亲的教诲，感动之余，心中
多了一分笃定。

这一天，林超拿出珍藏的香椿芽，特
地为大家炒了一盘香椿炒蛋。对于林超
来说，那是儿时母亲做的美味，也是世间
珍贵的美味。

转眼间，维和将近两年。在国外的
工作并不轻松。面对并不稳定的环境，
官兵铆足了劲，为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做
好准备。清整给养物资、评估保障能力、
组织野炊训练……林超每天奔忙在各个
点位。

多年来，工作之余写写日记，是林超
入伍后养成的习惯。只言片语，字里行
间，是他点点滴滴的思念和成长。

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如今，香
椿树长高了，我们兄弟俩也长大了，就
让我们来保护家人，来守护我们可爱的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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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日子，母亲和军休中心的老
干部们忙着给武汉捐款，支持抗疫。
母亲捐完款后，幽幽地对我说：“要是
你太姥姥还活着，她肯定得捐出好几
个月的党费。”我一听，就知道母亲又
在思念她的姥姥了。

太姥姥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是一
位个子矮小，有些驼背，满脸皱纹的
小老太太。她似乎总喜欢拄着拐杖站
在院门口，望着大街上来来往往、行
色匆匆的路人。

我小时候只见过太姥姥两三次。
我对她的印象大多来自母亲。母亲是
太姥姥一手带大的，对太姥姥的感情
非常深。后来，母亲穿上军装离开家
乡。再后来，她嫁给了当海军飞行员
的父亲，调到了父亲所在的单位。从
此，老家就离她越来越遥远。

那时候，探亲假是四年一次。每
当母亲想念太姥姥的时候，总会跟年

幼的我唠叨很多太姥姥的故事。太姥
姥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从那些林林
总总的小故事中拼凑并鲜活起来的。

可别小看了这位老太太。她年轻
的时候扛过枪，打过仗。全国解放
后，她干脆利落地回到家乡，投入到
家乡建设中。当我听母亲跟我讲太姥
姥的这段往事时，我不由自主地在脑
海中想象着当年太姥姥扛着枪、飒爽
英姿的模样。

除了扛过枪，打过仗，我对太姥姥
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和她的党
费。母亲说，“太姥姥有块干净的手
帕，里面总是包着几张崭新的人民币。”

那时，母亲年幼。她曾天真地问
过太姥姥，这钱是不是给她买糖吃
的。当时，太姥姥弯下腰，轻轻地刮
了一下母亲的鼻子，自豪地回答：“憨
妮子，这是姥姥的党费，姥姥每个月
都要交党费呢！”

“党费是什么？”年幼的母亲继续
好奇地追问。

太姥姥干脆把母亲抱在怀里，像
平时给母亲讲故事一样，把什么是中
国共产党，什么是党员，党费又是用
来做什么，给母亲讲了一遍。母亲
说，那是她人生的第一堂党课。很多
年后，母亲穿上军装的时候，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
时候，她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太姥姥
给她上的那堂党课。

不知不觉，流年偷走了许多回
忆。太姥姥也在母亲去了军营后渐渐
老去。至今犹记我小时候，每次母亲
往老家打电话，电话那头的亲人总会
向母亲告状，说太姥姥又不听话了，
这么大年纪，路都走不稳，还每个月
自己跑出去交党费，就是不让别人帮
她代交。每次听到这里，母亲总会无
可奈何地发出一句感慨：“咳，这老太

太，太倔了！”
再后来，太姥姥得了阿尔茨海默

症。她忘记了很多人、很多事，人也
一天比一天糊涂，就连很多朝夕相处
的家人都忘得一干二净。她还变得特
别爱藏东西，尤其喜欢把自己爱吃的
点心往被子里藏，蜜三刀、羊角蜜、
江米条等都能在她被子里找到，折腾
得家人只能不停地给她换床单被套。
可即便糊涂成这样，每个月交党费的
事情她竟然一点也没忘。她那块包党
费的手帕，永远干干净净地包着她每
个月要交的党费。

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一天，我放
学回家后，看见母亲两眼通红，她哽
咽地说：“你太姥姥走了。老太太临走
前几天已经陷入昏迷，走之前，她突
然清醒过来，嘱咐儿女帮她把党费给
交了。”

很多年后，当我光荣地加入中国
共产党、携笔从戎穿上军装，我都会
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母亲给我讲的太
姥姥和党费的故事；想起太姥姥在她
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即便忘记了
全世界，却依然还记得交党费的故
事。那是怎样的一片赤子之心。

这就是太姥姥，一位从战火中走
来的普通党员，对党对祖国最真挚、
最质朴的爱。她的这份朴实无华的
爱，也激励着我，坚定走下去。

铭 记
■李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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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敬礼/抚平多少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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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你看我敬的军

礼标准吗？”初中生陈彦

同穿着父亲的军装高兴地问。陈彦

同的父亲陈建华是扎根深山23年

的“老联勤”。近日，半年未见父亲

的陈彦同，来到联勤保障部队某基

地，穿上父亲的军装，当起了“小

兵”。他从小就有一个愿望——接

过父亲的钢枪，守护祖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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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年回老家探亲，我在书柜里
翻出一个旧书夹，打开发现里面夹着一
张泛黄的入党申请书，封面竟是母亲的
名字。我好奇地翻看，读完后泪湿眼
角，满纸皆是 50多年前母亲对党的一片
赤诚之心。

上世纪 70年代，母亲高中毕业后加
入了民兵组织，端起步枪、扛起锄头，一
边抓训练一边搞生产，整日里风风火火。

母亲说，那时训练内容繁多，队列、
刺刀击杀、打靶……训练强度不亚于我
们现在。训练虽然苦，但因为高涨的爱
国热情，她和其他女民兵们从不知疲
倦。每天早晨 5点列队出操时，《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的军歌伴随着跑步声，响
彻山谷。每天下田劳动，她们一列女民
兵，左肩扛枪、右肩扛锄头行进在田埂
边，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休息间隙，母亲和一帮姑娘们最爱
做的事就是听“老革命”讲战斗故事。
母亲也是在倾听战斗故事的过程中，萌
生了入党的想法。

“连长的父亲曾参加过抗日战
争，他常常给我们讲起战争的残酷。
1941 年，敌人袭击韩洪村，村里 180 多
名村民躲进了煤窑洞里。敌人发现踪
迹后，架枪先对着洞口一顿扫射，又点
燃辣椒往洞里熏，再后来往洞里扇毒
烟。为了保护村民，党员干部带头向
洞口冲击，但因灶道太长，烟太浓，最
后全部壮烈牺牲……”母亲在入党申
请书里写道，故事中党员冲锋的壮举
让她深受震撼。

连长父亲讲述的叶挺入党一事，让
母亲下定决心加入党组织。

皖南事变后，叶挺将军率众与数倍
于己的对手浴血奋战 7昼夜，最后决定
以一己换部下，前往谈判，遭到扣押，囚
禁长达 5年 2个月。1946年 3月 4日，在
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之下，
叶挺重获自由。在出狱后的第二天，他
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也是他继22

年前在莫斯科向中共旅莫支部写过第一
份入党申请书后，直接向党中央和毛泽
东同志写的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
写道：“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
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
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
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
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叶挺同志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

出狱后第二天就提交入党申请，可见其
信仰之坚定。他们的理想与追求、奋斗
的价值与意义，不是为了个人打天下，
而是为了救国救民……我向组织申请，
志愿加入党组织，把这副血肉之躯贡献
到祖国的建设中去！”母亲在她的入党
申请书中写道。

母亲说，那时，大家争相学习毛主
席著作。她最喜欢毛主席的《为女民
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
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
爱武装。”母亲是民兵尖子，也心怀一
个当兵梦，但种种原因终与绿色军营
失之交臂。

后来，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在上学或
工作中陆续入党，各自的配偶也均是党
员，母亲对此非常高兴。我读军校，母亲
尤其欣慰。大学入党宣誓那天，我给母亲
打电话。母亲反复叮嘱我，要把入党誓词
背下来，不要照着念，要牢牢记在心里。

今年过年，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团
聚，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母亲第一
时间提醒我们几个子女：“你们不是军
人就是警察、医护人员，到了你们履行
职责的时候了，赶紧忙工作去吧。”身为
医护人员的大姐除夕之夜就去了抗疫
前线。之后，大家陆续返回岗位，参与
到抗疫工作中。

前几天，我参加集训时打靶，48环
的成绩让我感觉良好，和母亲视频时说
到了此事。没承想，母亲听完嗤之以
鼻。我不解，父亲解释道：“你妈当民兵
时，外号‘神枪手’，打靶不是 50环就是

49环，你这水平还有待提高。”我听完赶
紧向母亲请教瞄准技巧。视频里，母亲
先是“轻蔑”一笑，随后，滔滔不绝地向
我传授起了经验……虽然，当年英姿飒
爽的母亲已年逾花甲，但提起当年的经
历，依旧神采飞扬。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

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

声满天飞……”我记起，全家聚会时，母
亲最爱唱这首《打靶归来》。母亲每次
唱这首歌时，两颊晕染着绯红，眼里闪
烁着光芒。

我从母亲“骄傲”的脸上，仿佛穿透
岁月，看到了母亲那段与枪相伴的青春
时光。那是一个年轻女孩守护祖国的
火热激情。

母亲爱唱《打靶归来》
■孔庆栋

七月的天空
■宁 明

走进七月，就迎来一个伟大的生日

当年，恰是在这个红色的节日里

我面对一面心潮澎湃的旗帜

高举起了镰刀一样弯曲的手臂

并将自己刚满十八岁的拳头

庄严地举过头顶

握成了一只坚强的铁锤

从此，我的机翼模仿镰刀的样子

学会了在蓝土地上收割无悔的青春

我还时刻用镰刀的利刃

警惕地剪除

思想上随时可能冒出来的每一棵杂草

稚嫩的拳头像淬火一样

变得越来越坚硬

我的战鹰也被人们称作了“空中铁拳”

经历过三十年的锤炼

我已把当年在党旗前的庄严宣誓

打造成了一个“蓝天卫士”的光荣称号

孩子，每当我飞翔在七月的天空

心情就会比飘扬的旗帜还要激动

我希望，七月的太阳

像一面明亮而深邃的镜子

注视着你人生中的每一次起飞、降落

你也像父亲一样

用理想的羽翼轻轻擦拭七月

直到它像那面旗帜一样一尘不染

并清晰地映照出，当年那个热血青年

一颗最纯洁的心灵

石榴花开
■咏 虹

在七一来临的时候

你静静地

扎根热恋的土地

在绿涌山野的时候

你勃发盎然生机

瞬间凝固春的旅程

点燃夏的激情与活力

你火焰般绽放

热情洋溢

你赤子般回眸

摇曳心曲

迎着轻风拂面

听着莺歌燕语

你是东方的那抹红霞

洒满街巷吉祥如意

火红的石榴花哟

你盛开着别样的记忆

江南的雨巷

你守护温暖的家园

不惧雷电风雨

北京的胡同

你饱尝人间烟火

沐浴爱的洗礼

抗疫的脚步中

你迸发出

多少真善美的情义

你就是游子的乡愁啊

你就是亲人的希冀

哦，火红的石榴花哟

你铺展着无边的绚丽

多少倩影为你驻足

多少明眸为你痴迷

今日

火红的花儿为谁开

为了凯旋者才下征鞍

为了追梦者披上征衣

为了新生儿平安降临

为了红色血脉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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