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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藏 高 原 是 我 心 中 最 神 往 的 高

地。我常常会站在地图前，长久地凝视

那片青紫色的区域，想象着海拔 4000

米的高原上会有着怎样的奇观，会生活

着怎样的人群。那个离天最近的地方、

那片地球上最原始的荒原，一直深深地

吸引着我。

人间四月芳菲尽，三江源头冰连

天。终于行进在这条一直翘首仰望的

天路上，我心中非常兴奋。在长达 10

个小时的路途中，从格尔木周围的茫茫

戈壁，到昆仑山的苍茫雄浑、玉珠峰的

傲然入天，再到沱沱河谷的冰天雪地，

一路不断变换的风景让我双眼应接不

暇。车过纳赤台，上了 3000 米后就再

也没看到过一棵高大的阔叶树，只有一

簇簇红柳和骆驼刺在寒风中摇动着早

已枯黄的身躯。行至可可西里无人区

时，在道路两旁我们惊喜地看到一群群

野驴与牦牛，偶尔还会看到几只藏羚

羊。即便是看见我们的车驶过来，它们

依然保持着安然自若的神情，悠闲地在

堆满积雪的草地上觅食。

高原上美不胜收的风景吸引着人

们的眼球，也时刻考验着心肺。到达五

道梁时，大部分人的脸已经发青，嘴也

有些发紫，连说话都有些困难。行至风

火 山 口 时 ，我 感 到 头 痛 欲 裂 、恶 心 欲

吐。我咬紧牙关，按住胸口，用意志来

对抗身体上的煎熬。

车子终于抵达终点站沱沱河谷，兵

站简易的宿舍里放置了已经打开的氧

气罐，进屋后马上有种走入森林深处的

感觉。我深呼吸了一口，肺部舒展了许

多，头也没有刚才那么痛了。我慢慢移

动目光，环视宿舍内简朴的物件。我注

意到地上放着两只红色的水桶，分别贴

着两张不大的标签，一个标着净水，另

一个标着废水。

高原上并不缺水，但这里的水大部

分深藏在冰雪中，冰水看似清澈但并不

清洁，需加热后饮用。高原上的气压

低，水最高只能烧到七八十摄氏度。常

年驻扎在此的战士们，早已习惯了喝这

样的“热”水。这里被称为“中国的水

塔”，却始终架不起属于自己的一座水

塔，因为极寒气候随时都会将结实的水

管冻爆。日常饮水只能由战士们到河

谷中凿出冰块，一块块扛回来化成冰

水，存于池内供应日常生活。饮水难，

饮水后上厕所也不是一件方便的事。

我们所住的二楼内没有厕所，要走到楼

道尽头，下几阶台阶，才有一个露天旱

厕。半夜如厕，虽说四周有墙，但凛冽

的寒风呼呼刮进来，那滋味可想而知。

眼前的这一切，在老高原人的心里

却已然幸福如天堂。1953 年，一个名

叫慕生忠的陕北汉子，带领着 2000 多

名官兵，牵着几万头骆驼，爬冰卧雪，用

最原始的办法撬动亘古荒原，破开千年

陈冰，铺就了一条通往西藏的生命线。

几十年来，在这条连接内陆与高原极地

的“脐带”上，有很多官兵献出了年轻而

又宝贵的生命，更有几十万官兵在这里

默默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才创造出了今

天的一切。

而今，国家大发展，高原变通途。

沿着这条交通线架起了电线光缆，铺设

了石油管线，开通了青藏铁路，覆盖了

现代化的网络，兵站、泵站和机务站基

本实现了现代化的服务保障。然而，即

便是再现代化的站点也需要有人来维

护，近 2000 公里的青藏线上每天都有

近万名高原官兵在坚守着。

窗外传来隆隆的声响，我伏在窗

前，看见长龙一样的车队一辆接一辆地

驶入车场。年轻的战士从驾驶室里跳

下来，整齐列队，喊着震天的口号走进

大院。高原明净的阳光照在他们脸上，

有一种单纯而神圣的美感。

窗前的光线慢慢暗了下来，一阵哨

音响起，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艰难地

移步，下楼走进餐厅。一张张方桌前，

战士们安静地低头吃饭。我跟在大家

身后，盛了半碗稀饭、一小碟青菜，拿了

一个馒头，就近在一张餐桌前坐下。坐

在我旁边的是一名年轻的汽车兵，瘦小

的身躯显得很单薄，稚气未脱的脸上有

些发紫，双眼充满了血丝，头上还缠了

一圈绷带。

我侧头问他：“小同志，你多大了？”

“19 岁。”他回答后，冲着我腼腆地

笑了笑。

“开了一天车，累吗？”我接着问道。

“不累。”他想都没想地回答了我，

声音虽然不大，却非常坚定有力。

“你头上为什么要缠绷带？”我追问

道。

“头痛。”说完，他用手轻轻地摸了

一下自己的脑袋，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

笑容，然后低头继续吃饭。

我一时语塞，鼻子酸酸的。看着他

瘦弱的身躯随着咀嚼轻微地晃动着，我

终究还是没能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同样的三尺之躯，同样的青春年

华。很多人都向往大都市的繁华，他

们却选择了高原上的坚守。或许他们

就像高原夜空中的繁星，平凡得不为

人所知；或许在有些人眼中，他们渺小

得如尘世间的一粒尘埃；或许在很多

时候，他们也会脆弱得不堪一击，但当

他们汇入这样一支队伍中，融入这样

一份事业里，行走在这样一条世界最

高的公路上时，自然也就有了如这山

峰般的坚毅，有了谁都不敢小觑的伟

岸。

高原上的一株小草，因为长期经受

着极寒与缺氧，拥有了极不平凡的生

命，也拥有了平地上参天大树难以企及

的高度。同样，一个能够为了别人而奉

献自己的人，即使在人群中显得那样渺

小与平凡，却因拥有了这样高贵的精神

而为无数人敬仰。

人往高处走。世界屋脊上，行走着

一群让我仰视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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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山东威海有 300 多位年轻的母亲

先 后 哺 育 了 1223 名 前 线 将 士 的 子 女

和烈士遗孤。她们以甘甜的乳汁抚慰着

受到战争威胁的幼小生命，以温暖的怀

抱抵挡着凶残的炮火，以无私的大爱在

铿锵激越的战争交响中奏出一曲动人的

摇篮曲……

一

24 岁那年，矫曰志嫁到牟海县田家

村（今威海市乳山市崖子镇），成了田宝

松的媳妇。一年后，出生不久的孩子不

幸夭折了。

那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残酷的相持

阶段，日寇疯狂“扫荡”，八路军主力和党

政军机关被迫频繁转移，有的同志不得不

含泪抛下刚刚来到人世的亲生骨肉，送到

当地老百姓家寄养。中共胶东区党委决

定成立胶东育儿所，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为前线指战员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寻

找可靠的乳娘。

矫曰志还没从丧子的悲痛里走出来，

村妇救会干部就抱给她一名叫生儿的羸

弱女婴。

“孩子爹妈生下她没几天就上前线

了……”

看着那个娇弱的婴儿，矫曰志心疼

了，她心中升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俺一

定要养活这孩子！

风里来雨里去，生儿总算熬到可以

喂主食了。育儿所派来的巡视员巡视到

她家，直夸矫曰志会照顾孩子。

矫曰志不好意思地说：“可她的体格太

差了——有没有办法让她变得壮实点啊？”

巡视员带着她和生儿来到育儿所

找大夫。矫曰志对医生王月斋说：“这孩

子老爱哭，长得也比人家的孩子慢。”

经抽血检查，原来生儿患了“严重贫

血”。那咋办呢？矫曰志急了。王月斋

医生说：一个是补充营养，这个办法比较

慢；一个是输血，这法子见效比较快。

矫曰志一听可以输血，来了精神：

“那还等啥呢？赶紧给孩子输啊！”王月

斋笑笑说：“哪有这么简单，得找到血型

相配的人才能给她输。”矫曰志把袖子一

撸：“先看看俺的配不配？要是不配，再

叫俺男人来查。”王月斋感动了，喊来护

士给矫曰志抽血化验。

听说自己的血型正好跟生儿相配，

矫曰志像捡到宝一样高兴，使劲亲亲生

儿的小脸蛋。

护士抽出矫曰志的血，再缓缓输给

生儿。看着那鲜红的液体进入孩子体

内，矫曰志感到自己的生命与生儿发生

了某种神奇而微妙的联系。

之后，每天一大早，她就抱上生儿到

育 儿 所 医 务 组 输 血 ，还 央 求 王 月 斋 加

量。

一天天过去，生儿依然如故，急得矫

曰志嘴上长出了一排火泡。

终于有一天，生儿一个晚上没闹腾，

矫曰志早晨起来一端详，她的小脸泛出

了一丝红润。

她一阵风般的冲进育儿所向王月斋

报喜。王月斋也很高兴：“你今天别输

了，连续输了十几天，也不是个小数目

了。”矫曰志立刻急了：“俺求你了，孩子

刚有点起色，不能停啊！俺受得了！”她

眼巴巴地恳求王月斋。

那天输完血回家的路上，矫曰志感到

脚底发飘，头脑里云飞雾绕。她强撑着回

到家，狠狠心冲了一碗红糖水：老人们都

说红糖最补血了。生儿缠在她腿边转悠，

这是过去没有的，说明她身上长力气了。

矫曰志一阵欢喜，抱起生儿亲亲她的小脸

蛋：妮儿啊，你总算没辜负娘的一腔心血！

输血停了，矫曰志身上刚有点力气，

生儿的贫血病却复发了。此后，似乎进

入了一个循环怪圈：给生儿输血，她好

了；不输血，生儿又病了。一次次输血让

矫曰志形容憔悴。

慢慢地，生儿能叫妈了，能叫爸了，

能叽里咕噜地自言自语了。

燕子飞来了，大雁飞走了，鬼子也被

打跑了。

这天，一名叫房玉真的解放军女干

部走进矫曰志家的院子，问一个四五岁

的小囡囡是不是叫生儿，她点点头。女

人猛地把她搂进怀里，呜呜地哭……

隔着窗户望见这一幕，矫曰志知道

分别的一刻终究还是来到了，顿时泪如

雨下。过了一会儿，她努力平复了一下

情绪，擦干眼泪，笑着迎了出去。

二

乳山市东凤凰崖村。一个春天的早

晨，肖国英躺在炕上，她不舍得睁开眼

睛，还在回味刚才那个不知做了多少遍

的梦：苦菜花开了，正蹒跚学步的月录一

边喊着妈妈，一边跌跌撞撞走过来，扑入

她的怀抱。

那天下午，村妇救会主任矫凤珍把

她和丈夫杨积会叫到家里。矫凤珍把一

个襁褓里的孩子递到她怀里，说这是上

级党组织托人送过来的，孩子的爸妈都

在莱阳打鬼子。肖国英看看这个出生没

多久的孩子，很自然地解开对襟褂子，把

乳头喂到他的嘴里。当时她的第二个孩

子刚夭折几天，奶水正旺着。她还有个

叫香儿的女娃子。

肖国英永远忘不了 1942 年 11 月，日

寇开始“大扫荡”。那天，东凤凰崖村像掉

进了恐怖的深渊，日军的飞机轰隆隆地掠

过上空。肖国英一手抱着月录，一手牵着

香儿，朝着村北的山岭跑去。那里有一个

丈夫杨积会偷挖的隐蔽洞，为的就是防备

这一天。

又一波敌机俯冲下来。肖国英赶紧

拉着香儿躲到一块岩石后。飞机对着奔

逃的老百姓就是一通扫射，子弹打在山

石上噼啪乱响。肖国英把身子弯成一张

弓护住月录，一条臂膀死死摁着香儿。

飞机一走，她站起身，抱着月录，拉着

香儿，拼命地朝山上跑去。香儿才是个两

岁多的孩子，怎么能赶上大人的脚力呢？

而这时，一支日军发现了这条通向后山的

石径，正沿着它向这边搜索过来。肖国英

心急如焚，她一眼瞥见路边有一个柴堆，

狠狠心，拉着香儿跑到跟前，急速地扒拉

开一个窟窿，不由分说把她塞了进去，然

后警告她不准哭。香儿吓得浑身簌簌发

抖。肖国英迅速盖上一些柴草，起身狂

奔。她抱着月录左拐右拐，找到了位于山

背面的那个山洞，迅速钻进去。

天色渐黑，汗湿的衣服像冰一般粘

在身上，她不由自主地打起寒战。月录

抓挠着找奶吃，她赶紧解开衣襟，给月录

喂奶。黄昏的余光里，那张苹果般的婴

儿脸顿时变得恬静满足。这时洞外响起

了狼狗的狂吠和喧哗的人声。她轻轻用

衣襟捂住了月录的耳朵，生怕他受到惊

吓啼哭。杂沓的脚步声夹杂着吆喝声越

来越近，晃动的火光在洞口外闪动，她的

心揪作一团，喘气都变得艰涩了。

火光终于远去了。黑沉沉的夜空飘

起雪花，她担心着香儿。可怜的孩子，她怎

么度过这个寒冷凶险的夜晚？这一夜如此

漫长，时间分分秒秒啮噬着她的心……

太阳出来了，她扒拉开洞口的积雪，

弓着腰爬出来，抱着月录一阵狂奔。跑

到柴堆前，她一手抱着月录，一手疯狂地

扒着柴草。看到香儿的第一眼，肖国英

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泪水奔流下来：

香儿浑身瑟缩着，眼睛里闪着惊惧。肖

国英猛地把香儿抱进怀里，却分明感到

了她的抗拒……

月录 3 岁那年，他的亲生父母来接

他了。那天早晨，霞光满天，一个骑着高

头大马的战士从她手里接过月录，放在

马背上，抖动缰绳，奔驰而去，渐渐融入

那片灿烂的光影里……

2012年正月里的一天，病中的肖国英

头脑分外清醒……一片桃林花开得正艳，

一匹高大的战马嘶鸣着奔驰而来，上面挥

舞着马鞭的年轻人英气逼人，他高喊着：

“娘哎——我来了——我是月录啊——”

骏马带着娘俩奔跑在一条开满苦菜花的

道路上。那花儿开得繁茂，一如当年。

三

王奎敏跟着村妇女主任王庆玉走在

去往泽科村（现属威海市乳山市崖子镇）

的羊肠小路上，山风揉乱了她乌黑的头

发，那年她 19 岁。她已经答应王庆玉抱

养那个正在泽科村一户人家的乳儿政

文，正式加入胶东育儿所乳娘的行列。

这时王奎敏还没从孩子夭折的悲痛

里走出来，但听王庆玉说，这孩子的爸爸

没等到他出生就随军南下了，孩子妈妈

刘素兰整天在区上忙得滴溜转，她心里

一紧——可能是已经当过母亲的缘故，

她晓得做女人的难处，也特别能体会顾

不上亲生孩子的痛苦，同为女人能帮一

把就帮一把吧！

一接过政文，王奎敏傻眼了：这孩

子可咋养得活啊？瘦得似乎一阵风就

能刮走。再细看，孩子的脖子朝后反弓

着，搭手一摸紧绷绷的。王奎敏咬着嘴

唇撩开怀，想给孩子喂奶，可孩子怎么

也不吃……王奎敏急得直跺脚：给俺养

也行，得先把孩子的病治好了！

在崖子村转了几个诊所，大夫们一

看就摇头。还好有个大夫给了十多粒小

小的红褐色药丸，让她喂奶时搁在孩子

嘴里冲下去。

当天晚上，按照大夫的交代给政文

喂了药，哄他睡着了，王奎敏端出针线笸

箩想给孩子做床棉褥子。刚穿上针，就

见政文浑身抽搐，手脚朝着空中乱抓挠，

脖子绷得僵直。她慌了神，赶紧轻轻握

着他的小手小脚，嘴里柔声唤着：政文

啊，俺的好孩子，别怕啊，娘在这里呢。

一连几天晚上，政文还是睡不踏实，

动不动就浑身抽搐。看来还得看医生去。

王奎敏用刚做好的小褥子包裹好政

文，在一位妇女干部的带领下，找到了泽

科村的另一位大夫。

大夫姓钟，50 岁左右。他检查了政

文的情况，确诊为因惊吓造成的食欲不

振、发育迟缓，这是比较棘手的病症。

钟大夫把政文放到炕上，一边取出

几根银针，轻轻扎在政文的手上头上脚

上，一边用手在孩子的手上推拿。孩子

安静下来。

第二天，钟大夫被请进了王奎敏家，继

续给政文针灸推拿。治疗了七八天，政文

睡觉安稳了，脖子柔软了，食量也大起来。

几个月后，丈夫从东北来信，叫王奎

敏过去帮帮手。那天夜里，政文吃完奶，

安稳地睡着了。王奎敏却失眠了，一边是

丈夫，一边是孩子，两边都叫她不忍割

舍。就这样拖了两个多月，丈夫又来信催

她，这才不得不让政文的姥娘接走了他。

后来王奎敏自己生了一个男孩，取

了个乳名也叫政文。

一晃 70 多年过去了。王奎敏老人

是目前还在世的几位乳娘之一，身板依

然健朗。

从大街通往王奎敏家是一条高低不

平的胡同。当有人来看她时，她常常用

浓重的当地口音念叨着：谁能捎个信儿

给政文，叫他回来看看俺……她身边的

儿子揶揄她：您整天看着这个政文想着

那个政文啊。

听说了王奎敏老人的故事，有人握

着 她 的 手 说 ：“ 老 奶 奶 ，您 的 觉 悟 可 真

高，老百姓都是咱们革命队伍最牢固的

后盾啊！”王奎敏拢了拢满头的银发说：

“俺不懂什么大道理，可俺们庄稼人知

道，八路军为了俺们过上太平的日子，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俺们能不支援他

们吗？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孩子受

苦吗？”

战争的硝烟散去，这些平凡的母亲

重回平静的生活。出于当年的保密要

求，她们很少向人说起这段经历，有的甚

至终生守口如瓶，直至把这些往事永远

带进了时光的深处……然而她们用无私

大爱铸起的一座座丰碑矗立在胶东大地

上，至今熠熠生辉。

战火中的摇篮曲
■铁 流 赵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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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听闻 6500 万年前，你傲然地来到

这个世界。

听闻你有很多好听的名字，胡桐、

水桐、异叶杨、三叶杨、英雄树……每一

个名字都是一段传奇。

听闻你是戈壁的精魂，是天地间的

傲骨，于是，跨过千山万水，我来见你。

你伫立着，盘根错节，姿态万千。

似金蛇虬蟠狂舞，似猛虎威慑乾坤，似

雄狮怒吼踞地，似苍龙腾跃大漠。

风吹过，你如振翅雄鹰俯瞰大地，

如飞天壮士慨然出征。

忽然，看到你，我蓦然凝噎，痴痴地

伫望，从清晨到日落。这相遇，是我的

定数，是迟来的洗礼。

从此，日日夜夜，我的眼前、我的心

中，倒映着你的枝桠、你的碎叶。

你是贫瘠且寂寞世界里的图腾，美

且神圣。你不要繁华相拥，只要几滴甘

露、一缕阳光，守护这荒漠，也守望着这

里的勇士。

他们说，小时候的你，毛嘟嘟，细纤

纤，如柳如絮；长大的你，坚韧挺拔，果

实累累，如山如海；暮年的你，沧桑斑

驳，铁骨柔情，王者风范。

而我，爱你，从不及盈握到合抱粗

壮，从横出斜逸到苍然矗立。

荒漠里的你，荒漠里的我，彼此相

望，如此岁月，恍如三世。

人们说，你蒙着从远古走来的神秘

面纱，闪耀着生生不息的智慧之光。你

活着，为大漠罩上一抹绿荫；你离去，也

要化作一道阻挡风暴的铁壁。

人们说，你是生命的绿洲，是迷途

上的灯塔，是“英雄”，是“图腾”，是“丰

碑”，是千年不屈风骨的浩然之气，是诠

释生命价值和力量的圣物……

触摸你沟沟壑壑的肌肤，仰望你遒

劲有力的枝干，我看到飞沙走石、干旱

严寒给你留下的种种印记。我细听你

躯干里藏着的每一个传说，我感受到你

抚慰着每一个迷茫的灵魂。

在神圣的你、无畏的你面前，我又

能说些什么呢？

我只愿静静地依偎着你，听清风吹

拂，看阳光斑驳。

在你怀里，我做了个梦。梦里的

我，是棵行走的胡杨。醒来辨不清我

与 你 。 于 是 ，我 放 你 在 心 上 ，一 如 那

飞天的焰火熊熊燃烧，辉映在灵魂的

深处。

我愿用一生读你……

行走的胡杨
■高美萍

深夜，我行走在前往哨位的路上，皎

洁的月光勾勒出不远处哨兵的轮廓。那

笔挺的背影熟悉而又亲切，唤醒深埋在

我心底的回忆。

小时候，对我而言，父亲是相框里那

个一身戎装的人，代替他陪伴我的是一

顶缀着五星的军帽和一把玩具手枪。整

个幼年，父亲的面容是那样模糊，而印象

最深的是，我总是在不断与他的背影挥

手告别。

渐渐地，我开始记事了，知道父亲是

一名军人，但我依旧读不懂那个行色匆

匆的背影。那时，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父亲回家探亲，他总是变着花样地

哄我开心，还给我带回不少有军营特色

的小礼物。有时是一辆用子弹壳粘成的

坦克，有时是一颗闪闪发光的五角星。

那时，我喜欢抱着礼物到处串门，恨不得

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爸爸从部队回来了。

相处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父亲在家

待不了多久就要匆匆返回部队。那时，

我已经长大了，开始品味那份不舍与思

念。目送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母亲似

乎看出了我的烦恼。她擦干泪水，把我

抱起，轻轻地告诉我：“一家不圆万家圆，

一人辛苦万人甜。等你长大了，就明白

了。”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中依旧茫

然：军人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呢？为何

他们留给家人最多的是背影？

到后来，在母亲的讲述中，我知道父

亲的职业是平凡而又光荣的。军人的无

畏与荣誉、无悔与坚毅、牺牲与奉献，让

那个绿色的背影蕴含着一种无言的力

量，深深地吸引着我，也感召着我。不知

从什么时候起，我暗暗下定决心：要成为

像父亲一样的军人。

如今，我踏着父亲的足迹步入军营，

服从组织安排，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驻守在西北之北阿勒泰，我更深刻地理解

了父亲，也真正明白了军人的责任与担

当。迷茫时，父亲会讲述他的故事，让我

坚定信心；失意时，父亲对我述说峥嵘往

事，让我战胜挫折；当我在前进的路上跌

倒时，父亲的背影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他那坚定前行的身影激励着我从泥泞中

站起来，在强军的征程上不断奔跑。

儿时，我一次次同父亲的背影挥泪

告别；如今，我的背影也成了父母凝视的

远方。站上哨位，我望向家乡的方向。

我明白，每一次分别都是守望的开始。

其实，我一直都在父亲的目光里。

父亲的背影
■刘 童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境（中国画） 沉 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