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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某地，一片结着盐壳、只有马兰
花在风中摇曳的荒漠。
“目标出现、目标截获、目标锁定，3、

2、1，发射！”随着中部战区空军某地空导
弹营分队长温士涛的一声令下，只见两
支“利剑”破筒而出，呼啸着直刺苍穹，尾
烟在天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
“打中了！”“又打中了！”十几秒过后，

现场传来欢呼声。温士涛舒展开身上明
显泛白的作训服，长长地松了口气，眼泪
抑制不住流下来。这是克服恶劣环境、冲
破重重困难的胜利泪水，这是历经艰险磨
炼、收获满满的幸福泪水，这是不抛弃不
放弃、勠力同心的感动泪水。营长孙永波
拍着温士涛的肩膀哽咽着说：“星光不问
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那是多么让人难忘的日子啊！冬日
的西北大漠，飞沙走石，寒风呼啸，官兵
呼出的热气立刻化为白色的雾。无营房
设施，无后勤保障依托，惟有几棵胡杨树
零零散散站立在风中。官兵说，在大漠
看到的天空都是灰蒙蒙的。因为这片广
袤的荒野几乎常年刮风，不管从任何方
向吹来，无休无止的风中都夹带着细沙。
“叮铃铃……”营作战值班室响起一

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宁静的夜晚，
上级命令全营临时改变演练任务，做好
参加接替射击任务的准备。距离正式演
练不到 3天，突然调整任务安排，意味着
前期的艰苦训练有可能前功尽弃，付出
的汗水也有可能付诸东流。官兵们私下
议论纷纷，对临时变化任务课题不理
解。“战争不可能等我们万事俱备才打
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营长孙
永波不仅积极动员，更用行动统一思想，
挑灯夜训，组织研究射击流程和射击诸
元，开展目标发现、跟踪的操作演练，一
时间阵地灯火通明。凌晨，在回宿舍的
路上，发射手胡杨笑着对温士涛说：“我
越来越喜欢凌晨 4点的西北大漠，我们
一直走在逐梦的路上。”3天后的正式演
练，13发 13中的优异成绩，让孙永波和
战友们收获了全团的掌声。

温士涛想起部队进驻大漠时的情
景，颇多感人的画面涌上心头。那时，这
支部队才组建不久，战士们刚完成接装
培训，人员来自不同的部队，对装备也还
处于摸索适应阶段。第一天驻训模拟演
练就因为观测员与发射手配合不好，导
致错失战机，被上级导演部通报批评。
开局的出师不利让战友们深受打击。温
士涛意识到，如果这种情绪任其蔓延，将
严重影响训练成效，更遑论完成演习演
练任务。营里决定召开一次复盘检讨
会，孙永波在复盘时第一个站出来承担
责任作检讨，并带头查问题、析原因、找
差距：目标判断不清，跟踪锁定不牢，设
备操作不熟练，缺乏模拟目标……找准
问题症结只是第一步，如何把这一系列
问号拉直，才是真正考验。

宿营地的山墙上，有一个圆形图
案，中间是两个闪电的标志，上面还有
八个大字——忠勇、智胜、笃实、创新。
凡是到过这里的人都印象深刻。这个
“闪电”，放到营一级，就是火力单元；放
到基于网络信息的作战体系中，每个火
力单元就成为指头，攥紧就是更大更硬

的拳头。“体系贡献大，研练成果实，考
核成绩优，作风形象好”，从“闪电”这个
表象上，似可更好地理解参演官兵内在
的价值追求。

一天傍晚，演习进入某验证性课目，
这个营将远距离机动。我搭上电源车，
随队进入了夜色之中。从山西平遥入伍
的电工、中士耿宇对我说：“电源车给谁
供电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供好电，自己得
有过硬的能力。”他简单的话语中透出朴
实，也概括出了这次任务的特点。

一身事征战，匹马同苦辛。部队夜
间机动，抵达预备阵地后，立即展开作
业。数十米高的天线塔拥星而立，可以
想象，从这里发出的空情信息将在演训
行动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没有模拟目标就用无人机代替，装
备性能不熟就钻研，操作配合不畅就苦
练……日日行就不怕千万里，常常做就
不怕千万事。战斗力成长没有捷径，惟
有苦练。西北大漠，零下十几摄氏度，飞
沙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即使是戴着
手套，手不一会儿也会被冻僵。发射手
为了第一时间捕获来袭目标，发射装具
一扛就是半个小时。营长孙永波在演习
总结时说，开展实战化训练就要有那么
一股子“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志气，那么
一股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
气，那么一股子“舍我其谁”的豪气。

随时执锐磨利剑，披荆斩棘啸长
空。“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
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官兵把忠
诚刻在心上，把使命扛在肩上，把困难踩
在脚下，在大漠上一往无前所向披靡。
“像胡杨一样扎根大漠、屹立不倒！”

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向战而
探，官兵们正是“让一切不适应战争的事
情毁灭在平时，才能胜利在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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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镰刀以其弯曲的弧线

昭示了征程的漫长与艰辛

刚毅的铁锤

彰显着新生阶级的无穷伟力

铁锤和镰刀激情碰撞

点燃了中国现代史的黎明

这面旗帜下

汇聚了信仰和智慧

点燃希望的火把

照亮漫长而寒冷的黑夜

照亮亿万颗苦水浸泡着的心

大刀、长矛、红缨枪

汇成了所向披靡的洪流

令人热血沸腾的旗帜

被无数双手高高举起

顺着先辈们眺望的方向

我看到了井冈山燃烧的杜鹃

看到延安窑洞不灭的油灯

看到天安门城楼上

一轮崭新的太阳冉冉升起

正是这群簇拥党旗的先锋

把长满荆棘的荒径

一寸寸拓宽

将坎坷和断崖绝壁

走成宽阔的坦途

在铁锤与镰刀的撞击下

一面闪烁着五颗金星的国旗

高高飘扬在祖国的天空

一百年来，不论这面旗帜

面对阴霾或是丽日

旗帜下，各族人民的

激情和活力汹涌奔腾

热血染红的党旗

一次次绕过险滩暗礁

跨越坎坷泥泞

以钢的气质

不断校正前进的方向

铁锤和镰刀

化作飞转的机器

和丰收的麦穗

春潮涌动的大地

花香鸟鸣，硕果累累

两弹一星，让世界瞩目

航天载人飞船遨游天宫

高铁驰骋，领跑世界

百舸争流的中国

你追我赶

谱写激情燃烧奋发绽放的诗篇

高奏迈向民族复兴的雄壮旋律……

这被无数人们拥戴的旗帜

经历了百年风雨的洗礼

成为共和国坚实的牵引

放眼风云变幻的未来

锤头镰刀更加坚定自信

你是信念 是智慧 是力量

是朗照前路的明灯

指引我们胜利的方向

在南湖，我画下
幸福时光

■杨清茨

纵使曾历百年沧桑

我亦从不曾萎靡消沉

江南许我流水小桥，花红柳绿

俏婉娇娆，星辉月圆

百年前的尘埃并不会拂拭，消匿于

久已远逝的时光里

在一只小船上

热血沸腾的心脏

慷慨陈词

以坚定的向心力始终如一

用激越、高亢绘制济世蓝图

如火车飞驰电掣，轰轰隆隆

依旧在耳畔久久回响

如这午后阳光之灿烂

早已深深埋藏于吾之胸膛

蔓延，再蔓延……

我用一支画笔

以伟大之义立于英雄名词之基

哦，我画

画长江悠悠，蜿蜒曲折不挠

画南湖百里风光

数支船桨划动明亮的梦想与远方

普照大千

画无数个幽暗的长夜

电闪雷鸣、血色千里、刀光剑影后

华夏大地

幸福吉祥的无尽春色

画泛舟南湖上

每一片青翠的荷叶连连

每株亭亭玉立的花蕾

抑或雨后明灿弯弯的彩虹

哦，我画

画古码头、烟雨楼

画粽子的喷香

画凌公塘歌塔、万福桥锦绣倚高楼

画南湖红菱、百年银杏

画湖笔纸砚风雅从容

万顷良田，稻浪滚滚

画这金灿灿的黄及沉甸甸的甜

画这鸟鸣啾啾及银色之星辰

画这七月火红炙热的呐喊

哦，我画

画镰刀、铁锤、麦穗、旭日、号声锃亮

画下热血中沸腾的倾慕敬仰

画这澎湃、激情及无限的光明

画这绝美及每一分蓬勃向阳

画这蝶变后诗情画意的

每一分幸福时光

毛岸英的画像
■张 庞 卜宝玉

那个奔赴前线的毛泽东的儿子

一去不返

他用二十八岁的青春生命

用喷洒忠诚的热血

画出了一幅最具震撼力的图案

他没有炫耀过自己的特殊身份

没有为新婚燕尔的妻子

留下什么遗言

他只是和往常一样

把自己作为一颗正义的子弹

压进战争的枪膛

输送到危险的前沿

他随时准备好了

用灿烂的生命之火

把和平的烛光点燃

如今在鸭绿江畔的抗美援朝纪念馆

驻足在毛岸英年轻的画像前

我们看到他那永远定格在

二十八岁的人生年轮

仍在以新中国青年烈士身份

向人们讲述新中国之初的悲壮和艰难

战地黄花祭英烈
■张广超

清明，以战地黄花怒放的姿态

祭奠英烈，摘一束

静静躺卧战车滚滚的沙场

这个春的悲伤，雨最为知道

此时，我不需要一炷清香

只能用手握钢枪的热度

呐喊出战地黄花香的四月

是的，英烈在天堂

我摸不着他们的一丝影子

只能用额头抵住碑石

用汗水擦亮天空不散的雾尘

借一束黄花，就此

悄然打开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夕阳下，沙场的一朵朵黄花

悄无声息地映入我蒙眬的眼睛

不可遏制地点燃我的躯体

燃烧吧，风扬尘起，黄花遍地

这是一幅多么壮美的国强山河图

图里，我只愿是一朵战地黄花等风来

只需一吹，便坠落在沙场上

我想，英烈的灵魂不会孤独

因为，他们牺牲的土地上

处处有传承英雄精神的颂唱

处处有血脉延续的伟大与平凡

英烈的光芒早已洒满神州大地

此时，我决堤的泪水

偷偷洒落在飘扬的战旗上

每一滴，都敲醒沙场上持续的军号声

春天的前行者
■李龙年

在春天的早晨早早醒来

有感于渔人早早出海

以及一首新鲜的诗宝石般闪耀

未及清点梦境诸多的收获

花朵满枝 鸟儿在阅读箴言

露珠闪亮 奔走的小腿充满力量

晨空已经不能阻挡

花的洪流 前行者精神焕发

路途上 马匹背上驮满食粮

但是水 水在竹筒里沉默

水渴望翅膀

渴望 春天理想的绽放

燕子是誓言 春潮湮没了铁轨

远行的人 心中已经贮满

三月的渴望

关于庄严 关于尊严

关于 祖国委托我的庄严使命

答卷
■牟春江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一条大河波浪宽

那是新生的共和国

向主权和尊严

交出的答卷

春天的故事

唱响大江两岸

一条路线多么灵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是勤劳智慧向小康

交出的答卷

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一支军队心向党

那是用鲜血和胜利

向使命交出的答卷

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

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

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

一颗初心 永不改变

那是信仰信念

向历史交出的答卷

飞花万里 硕果满园

是大地写给太阳的答卷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百年大党

交出满分答卷

深沉的蓝
■赵国培

拒绝缆绳的脚板

丈量海岸线的深远

跳跃灵光的双眼

不停摄录无边的蓝

许许多多字眼

蹦蹦跳跳

蓝光闪闪：

蔚蓝 碧蓝 湛蓝

翡翠蓝 水晶蓝

渔船 战舰 征帆

海魂衫 水兵蓝

一面巨大的深蓝镜子

一面晶莹的水蓝牌匾

铺展在巍巍神州赤县

绵绵东边与漫漫南面

一副副重担

一队队铁肩

一幅幅蓝图

一桩桩宏愿

我挺直铁硬腰杆

满满当当的心田

揣满浓酽的爱

储足深沉的蓝

党旗，朗照前路
的明灯

■赵克红

20世纪 80年代，我所在的武警北京
总队通信大队驻扎在北苑大院。当时，
大院里还驻扎着许多其他单位。

一天上午，风和日丽，营院周边垂柳
细长的柳条在春风中轻轻摇摆，给这个
春意盎然的季节平添了几分生动与妩
媚。大队长原树宪把我叫到营房楼前的
一棵大柳树下，代表上级党委同我——
一名即将入党的战士谈话。记得，当时
我俩人都坐在军绿色的马扎上。原大队
长认真地与我谈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等几个问题。在那些日子里，我因为抱
着党章学习了好长时间，党章中许多句
子都能背诵下来，所以几个问题回答得
都很顺利。

但是，在这场谈话中大队长的一番话
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经过中队党
支部的培养和大队党委的考察，你的表现
符合成为一名新党员的条件。今天，我代
表大队党委同你谈话，就是再提醒你，一
定要记住从组织上入党仅仅是长征路上

的第一步。你作为一名新党员，在未来的
万里征程上，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行动
上入党，这就要求你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
标准，今后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冲锋在
前，为群众做出榜样！谈话结束后，大队
长和我都站了起来。他拍着我的肩膀说：
“在思想上、行动上入党将是一名共产党
员一生的任务！”

当天晚上，熄灯号响过之后，其他战
友已经就寝了，我却兴奋得久久不能入
眠。躺在床上，我把那番谈话在脑海中
一遍遍回放。

一年下来，我在参加学习、训练、执
勤工作之余，用笔反映大队的工作，当年
就在报刊上撰写发表了数十篇新闻作品
和文学作品，较好发挥了鼓舞官兵士气
的作用。我也在继上年度荣立三等功的
基础上，又获司令部直属队嘉奖。

转眼间 30多年过去了，那个春天大
队长同我谈话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
的胶东口音仍经常在我的耳畔回响。

柳树下的温暖
■马 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