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亚丁湾、索马里

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海

军第35批护航编队中，有

10多名官兵因为参加此

次护航任务，推迟了原定

婚期。虽然他们与爱人

分别许久，但爱却在相互

理解与支持中变得更加

坚定。

这里，我们选取护航

官兵与爱人互动的一些片

段，与读者分享。

●●●●● ● ●●●●●●● ● ●●

5
军人家庭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３日 星期日责任编辑/李诗鹤 05-07版 第161期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期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期

#

本版投稿邮箱:jbjrjt@163.com

一

我 4岁时，父母便把我的婚事定了
下来，那也是我与沙子呷第一次见面。

那时的彝族山寨，有定“娃娃亲”的
风俗：双方父母关系比较好且两家门当
户对，会在一顿饭、几杯酒后把孩子的
婚事定下来。按旧传统定下的娃娃亲，
长大后双方互不喜欢的情况不少，我和
沙子呷却很有缘分。

我们两家住得虽然比较远，但每
年火把节，分布在山间各处的彝胞们
会聚在一起庆祝，我就能见到沙子
呷。火把节上，大人们赛马、摔跤，沙
子呷也不闲着。印象最深的一次，他
穿着破得露出脚趾的鞋子，戴着一顶
军帽，组织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自己
带头“冲锋陷阵”。

长大后，我还听别人说，沙子呷经
常给村里的“五保户”杨友友和王阿杰
夫妇挑水劈柴，有一年他还从暴涨的河
水里救出不慎落水的小伙伴。对于“小
英雄”一样的沙子呷，我总有一种说不
出来的好感。

我的父亲莫阿立是参加过边境作
战的老兵，他那枚参战纪念章是我们全
家人的骄傲。我小时候在路边看到迈
着整齐步伐的军人，就会特别崇拜地望
着他们。沙子呷入伍后，我更加坚定了
嫁给他的想法。

2005 年 12 月 27 日，家人一路唱着
山歌将我送到沙子呷的家里，我们在他
家的土坯房里成了亲。那时候，我们没
有精美的家具和漂亮的婚纱，唯一的合
影就是结婚证上的那张照片。

二

军人，在彝寨很荣耀。军嫂，也一
样。结婚后，我作为军嫂的自豪感油然
而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深深体
会到军嫂的辛苦。

儿子出生 6天后，沙子呷返回单位，
留我一个人在家照顾。等到他再次回
来，孩子已经学会走路了。

有一次，我背着儿子回娘家，手里
拎着东西，怀里抱着西瓜，走在云雾缭
绕的盘山小路上。崎岖的山路非常湿
滑。走到一半时，我一个趔趄，怀里的
西瓜掉了。我眼睁睁地看着西瓜一路
滚到坡底，碎成好几瓣，情绪一下子崩
溃了，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我心里想
着，西瓜碎了就不要了，可又觉得很心
疼，就把儿子放在一棵大树旁边，边流
泪边挪步子，慢慢到坡下把已经碎裂的
西瓜捡起来，拍拍灰，收到袋子里。

那时，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接到
沙子呷的信和电话了。我心里恨恨地
想，如果沙子呷在家，我们一个人背小
孩，另一个人提东西，西瓜自然不会
掉。我当即下决心，说什么也要去部队
找沙子呷，让他退伍回家陪我。

几天后，我和婆婆动身前往沙子呷
所在的西北高原。

几十个小时的旅途颠簸，车窗外的
景色越来越荒凉。到达工区之后，一排
排活动板房让我愣住了。沙子呷很少
和我们说部队的环境，我们也不了解他
在部队是干什么的。正参观工区的时
候，有人说沙子呷回来了。只见一群人
扛着锹、拎着桶，满脸灰尘，只有牙齿是
白的，我在人群里找了半天，愣是没找
出沙子呷。

与沙子呷一同回来的战友，有些

看着年龄很小，浑身沾满泥浆，手冻得
开裂，看得我特别心疼。原来，沙子呷
在部队的日子，不比在家乡轻松，甚至
更苦。

随后，在与沙子呷战友们的闲聊
中，我才知道他们都叫沙子呷“阵地铁
人”。他在工作中时刻靠前站，什么任
务最重，就抢着干什么；哪个岗位最险，
就要求到哪个岗位。那段时间，他连续
加班攻克施工难关，才没顾得上和家人
联系。
“是组织成就了我，让我从一个不

会说普通话、吃饭用手抓的彝族小子，
转了士官还入了党，我得好好干，报答
组织。”婆婆待了几天后，由于高原反应
严重，决定提前回家。在火车站送婆婆
时，沙子呷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婆婆
听后不语，含着泪唱着悲伤的彝族山歌
登上了列车。

我突然记起，当时婆婆得知沙子
呷入党后，高兴得挨家挨户报喜。我
们凉山彝族人，从小听着彝海结盟的
故事长大，一句“跟着共产党吃得饱、
跟着共产党穿得暖”在彝寨广为流传，
入党可以说是一件光荣的大事。沙子
呷入伍后在组织的关怀下进步，他自
然与部队难以割舍。看着他把工作当
作回报党恩，我却仅仅因为自己在家
辛苦，就埋怨他、想让他回家，心里特
别惭愧。

后来几天，我闲着没事，便跑去炊事
班帮厨，也帮战士们洗洗衣服。“让沙子

呷回家陪我”的想法，渐渐烟消云散了。
回到家中，日子过得依然不易，但

我的心中却多了一份信念。

三

两地分居的日子里，最期待的就是
沙子呷休假回家。可印象里，沙子呷休
假时，从来没有闲下来过。每次休假，
他把孩子安顿好，便跑去村里为乡亲解
决矛盾纠纷。

10 多年前的彝寨，大家依法依规
办事的理念比较欠缺。沙子呷不一
样，他是军人又是党员，而且总是很耐
心地给乡亲们讲道理，所以大家听他
的。我作为军嫂咋能落后？每当沙子
呷回家，我们便一起运用法律手段帮
助村民调解土地纠纷、劝导辍学儿童
重返课堂。

由于交通不便，彝胞们在扎根的大
山和距离最近的西昌市区之间往返需
要 3天时间。看着乡亲们的生计和命运
都捆绑在田间地头，过着贫困的生活，
我的心里很难受。

趁着沙子呷休假，我和他一起去乡
里建言献策，希望打通一条通往集镇的
乡村道路，他也可以利用在部队的专
业，担任“技术指导”。

说干就干。那年，我们带领全村青
壮年凭着 2台小型挖掘机开始施工。后
来，沙子呷休假结束准备归队，反复向

我们交代施工方法。为了让他安心，我
毛遂自荐当“施工组长”。不久后，一条
4.5米宽、40余公里长的砂石路通了。1
年后，在政府的支持和全村人的共同努
力下，我们又修了 3条、共 10余公里连
接周边村寨的乡村路。

路虽然通了，但由于班车不多，学
生上学、老人上街、农产品运送依旧不
便。

一天夜里，我打电话与沙子呷商
量：“我想和村民们合买辆大巴车，跑村
里到市里的线路，你看怎样？”
“开通路线，把彝家的特色推出

去，也能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对乡亲
们有益的事情，我当然全力支持！”沙
子呷当时刚刚带领战友们结束施工，
声音有些疲惫，语气却十分坚定。我
很受鼓舞。于是，我和乡亲们申请贷
款，合资购买了几辆大巴车，办理了线
路运营证。

当年 12月，在一阵鞭炮声中，大巴
车披红挂彩，载着乡亲们的希望上路
了。同时，途经安哈彝寨、仙人洞景点
等 4个乡镇 20余个山寨的旅游线路正
式开通。此外，我们还推出了留守儿童
和空巢老人免费乘坐、义务托运山货药
材的“绿色通道”。

如今，原生态的彝寨，吸引了大批
游客。以往不起眼的彝族服饰、手工
艺品和农家饭都成了“香饽饽”，藏在
“深闺”的鲜嫩肥美的草鱼，小土豆、竹
笋子、干豇豆、山药等土特产，成为城
里人的稀罕物，乡亲们的年收入翻了
好几番。

四

这些年，沙子呷跟随部队转战南
北，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营长。他不
仅当选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被火
箭军评为“十大砺剑尖兵”。

每次听到他获得荣誉的消息，我都
很受鼓舞。其间，我也努力成为了一名
中共党员。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正在
休假的沙子呷大年初二返回单位。我
和婆婆作为党员，主动跑去防控点位，
奉献我们的一分“力量”。

7月底，我和乡亲们身着节日盛装，
守在电视机前，共同见证“最美新时代
革命军人”评选发布。看到沙子呷被评
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开心得说
不出话来。

受邀前往部队参加事迹报告会的
那天，乡亲们把采来的一朵朵索玛花编
成花环，戴在我的脖子上，把我送出了
好远。坐在北上的列车上，望着渐行渐
远的群山，这些年经历的点点滴滴在我
脑海中不断回放。

不论是面对曾经贫困的凉山，还
是沙子呷的军营所在的另一座大山，
只要我们还保留着那份初心，便能迈
开奋斗的脚步，点亮对未来更多的美
好向往。

我在大凉山陪你战斗
■莫色次果口述 段开尚 魏玉麟整理

今年7月，莫小梅带着女儿来到军营探望沙子呷，一家人享受团聚的快乐。 方 雷摄

7月 19日晚，从部队退役 17年的表
弟赵志鑫通过媒体得知安徽多地汛情严
峻，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到安徽抗
洪去！

对于他的选择，弟媳很支持。她对
我说：“离开部队这么多年，他一年四季
都穿迷彩服，做梦都想再当一回兵，生怕
散了身上那股子兵味儿。再说，他的妹
夫在合肥当兵，去了之后，有个照应。”

次日一早，表弟坐上了邯郸到合肥
的高铁。

按照计划，表弟到合肥后先联系他的
妹夫。岂料，妹夫已随部队去阜阳抗洪，
由于离开得匆忙，没有来得及告诉表弟。

电话里，妹夫问他：“敢不敢到巢湖
去？那儿汛情严峻！”

表弟二话不说又坐上合肥到巢湖的
大巴，直奔汛情最严重的西坝口。

在西坝口，表弟看到一支志愿者抗
洪抢险队正在奋力抗洪，他立马加入
“战斗”。

扛沙袋、装沙袋、垒防浪墙……七八
十斤重的沙袋，表弟在肩膀上扛一只，手
里还要拎一只。一时间，表弟成了这支
志愿者抗洪抢险队伍里最抢眼的一个。

傍晚，志愿者们在大堤上捧起了热
腾腾的饭菜。表弟生性腼腆，不好意思
去，便到不远处的一家小超市买了两个
面包、一瓶水，默默地吃了。累了困了，
表弟就找个墙角靠一会儿，次日一早接
着干。

两天后，志愿者抗洪抢险队的队长
肖俊听说了表弟抗洪的事，找到了他。
“这是一位来自河北邯郸的退役老

兵，不远千里来巢湖抗洪……”随着肖队
长向大家宣布表弟的身份，表弟成了志
愿者抗洪抢险队的一员。

来抗洪前，由于走得急，表弟只穿了
一身迷彩服。几天下来，他身上早已沾
满了泥，难受极了。附近居民便从家里
拿来衣服，请表弟换上，又将他的脏衣服
拿去洗了。

晚上，肖队长喊表弟吃饭，他不去。
两天多来，他的双脚长时间泡在水里，多
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当晚，肖队长在工作群里作出安
排：“今晚无论如何把赵志鑫换下来。”
发完这句话，肖队长还不放心，又加了
四个字——“强制休息”。

那晚，表弟睡了一个安稳觉。
天亮后，听说肖队长要去慰问正在

抗洪的部队，表弟请求一同前往。表弟
见了部队官兵，就像见到了亲人，当即
提出请求：想加入战友们，和大家一起
抗洪。

表弟的“请求”获得批准，他被编入
该部队的“标杆七连”，成为一名“编外
战士”。

在七连，大家都喊表弟“老班长”，
言语之间充满敬重。每逢开饭，战士
们总是让他先打饭。晚上，很多战士
争着抢着把自己的睡袋让给他，和他
唠嗑……

那段时间，表弟对自己的标准一点
都不低，战士们干啥，他就干啥。战士们
干成啥标准，他就干成啥标准。

身处抗洪一线，表弟发现有的官兵
带来的生活用品快用完了，他便跑去为
大家购置了一些。战士们说：“老班长，
你也不宽裕，怎么忍心让你破费呢？”

听到战士们这么说，表弟一个劲地
抹眼睛：“我这个老兵，实在不知道该为
部队做些啥了……”

7 月 29 日，巢湖水位下降，洪水暂
退，表弟要回家了。临别时，肖队长带领
抢险队为他送行，“标杆七连”官兵为他
送行，巢湖的“亲人”为他送行。

回家之后，表弟始终通过媒体关注
着巢湖。一天晚上 10点多，他给肖俊队
长转账 2000元——他想请肖队长帮忙，
为“标杆七连”的战友们购置一批手套，
特别叮嘱：一定要买带皮的那种，耐磨，
不伤手，使用时间长。

……
“只要心底燃着一团战士般的真诚，

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响当当的兵……”表
弟把巢湖“亲人”对他说的话，牢牢刻在
心里。

老
兵
再
﹃
服
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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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甲板求婚

“七夕”前，太原舰动力分队长刘江
昊辗转难眠。

未婚妻曾经准备辞去工作来他的

驻地。不承想，受疫情影响，等她到达
舟山时，自己又要参加护航。

他起身写了一封情书，洋洋洒洒
3000多字，但仍然感到“纸短情长”。

还缺点啥？对，在大洋上向她求
婚！这个念头一闪而过，让刘江昊特别
兴奋。

他的想法得到了战友们的热情支
持。第二天，护航线上，战舰劈波斩
浪。一场浪漫而特别的求婚仪式在太
原舰上举行——“战友亲友团”在甲板
上摆出“I�U”字形，刘江昊身穿洁白的
军装，手捧鲜花和自制的戒指，迈步来
到甲板中央。他大声喊着“嫁给我吧”，
战友们跟着呼喊“嫁给他”并集体用手
比出心形送上祝福。随后，他将视频传
给未婚妻。
“我不能陪在她身边，希望这样的

求婚能给她信心。”刘江昊说。

远方来信

“当我走过鸟语花香的春、荷花
飘飞的夏、枫叶瑟索的秋，等到漫天

雪白的冬，我们就能相见了。你说你
的右手是给国家敬礼的，那我会紧紧
牵住你的左手。”太原舰副反潜长戴
斌看着未婚妻的信息，不禁热泪盈
眶。

戴斌与未婚妻曾是小学同学，毕业
后去了不同的学校。多年后，两人久别
重逢，迎来爱情。2017 年，戴斌军校毕
业分配到舟山海军某部，而未婚妻则回
安徽老家当语文老师。
“你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我时常关

注护航的新闻报道。每次看到媒体上
报道第 35 批护航的消息，就像看到了
你一样，心里多了一份踏实。”从启航
的那一刻起，她的目光就追随着护航
编队……

小时候相识，长大后相爱，多么让
人羡慕的爱情。
“现在的我，远在万里；但想你的心，

近在咫尺。”戴斌在视频里对未婚妻说。

在家等你

这是技师郭磊随舰第 4次参加护航

任务，此前最长的一次长达367天。
“一年到头，都在海上漂着，眼看 30

岁了，女朋友还没个影。”郭磊的婚姻大
事让父母操碎了心。

2019年初，郭磊休假探亲。母亲逮
着机会，说服郭磊去相亲。
“尽管是第一次见面，我俩总有聊

不完的话。”郭磊开心地说着。
异地恋爱半年之后，郭磊和未婚妻

在今年春节前拍了婚纱照。但受到疫
情影响，原计划 2月 19日领证结婚的两
人，只好推迟婚期。

大洋之上，郭磊与未婚妻每周可以
通话 2至 3次，甜蜜的话似乎总也说不
完。
“她每个月都会去看我爸妈，送一

些紧缺的东西，也会陪老人家吃顿饭。”

这些温暖的举动，让常年不在家的郭磊
心里十分感动。
“我是你母亲选的儿媳妇，她立了

头功”，未婚妻在电话里调皮地对郭磊
说，“你要努力工作，再立新功。我在
家，等着你。”

写给你的诗

赵雨翔是舰上的一名指控兵。他
的未婚妻是一名辅警，曾在武警西藏某
部服役5年。

2017 年春节，赵雨翔回老家探亲，
认识了从西藏回家探亲的未婚妻。
“我们相识相恋 3 年 6 个月，但其

实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不过，在一起
的每一天，回想起来都非常美好。”赵
雨翔说。
“我有5年党龄，她有6年党龄，我们

原计划今年 7月 1日领证。”赵雨翔与未
婚妻曾商议，想让他们的结婚日子有珍
贵的意义。

那天，赵雨翔写了一首诗送给未婚
妻：亚丁湾上/我把思念盖上邮戳/一封
封塞进船儿东行的背囊/亲爱的不用着

急/我们会用一生来抒写爱的篇章/呵

护你/是我余生的心愿。

大海听到他们的诺言
■江 山

两情相悦

家 人

美丽家庭

本文的口述者莫色次

果（汉语名字为莫小梅），

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

人”、火箭军某工程旅营长

沙子呷的妻子。照顾家

庭、成为中共党员、带着大

凉山的彝胞办起原生态旅

游……沙子呷在军营奋斗

的同时，莫小梅在老家大

凉山陪他一起战斗。口述

中，莫色次果常说的一句

话是：“我作为军嫂，咋能

落后？”

她一直这样坚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