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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春节特别策划

是的，春天是一个动词。

尽管南北纬度相差 50 度，使我们幅

员辽阔的祖国在同一时刻，呈现出不同

的季节、气候状态。但是，这并不妨碍春

天的脚步悄然而至、次第展开，绚兮烂兮

地把祖国大地涂抹出“万紫千红总是春”

的无边春色。

然而，无论在哪一个纬度，都可以看

见我们的官兵护卫春天的身影；无论在

多么遥远的边关哨所，都会有一副副春

联上摇曳着花团锦簇的春光。

“大地山河生笔底，九州人物出豪

端。”春联的叠韵酬唱，可以有一百种模

式、一千种写法，但在雄关屹立的边防前

哨，戍边人却有着自己的书写和表达。

一副副充盈着士兵心、男儿志的对

联，或狂书风雪哨所，或张贴大漠营盘，或

写就热带丛林，或走笔万顷碧涛……较之

于名士俊耆的精雕细琢、曼卓风雅之笔，

或许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葛、柴扉炊烟之

于钟鸣鼎食。但是，它们以独树一帜的审

美价值张扬着军人的凛凛个性，意气风发

地挥洒着边关男儿胸中的文化江山。

热血青春唱大风

“江汇于此，路始于此，海通于此。”

黑龙江省同江边防线上，有著名的“三江

口”自然壮景，有百年通商口岸的历史遗

址，更有各族人民奋勇抗击外国侵略者

的岁月烽烟……

虽然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天还没有到

来，寒风冰雪依然遒劲威严，但边防一线

的街津口哨所，营门的一副春联却引得

人们驻足赏赞。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春天

故事，官兵自有官兵的美学解读，当代戍

边人的豪放风骨亦尽情地蕴含其中——

看一座哨所，固守三江，四方春色我

来守；问几许男儿，戍卫百里，一身担当

称风华。

横批：热血青春。

仗剑为文，壮歌春天。也许就写作

技巧而言，联中的词与韵皆有可斟酌之

处，谈不上什么超逸神骏。但一气呵成

此联的年轻哨长诗兴犹酣，话语里那叫

一个自豪：古人常说“诗言志”，我们边防

军人随兴寄情创作的对联，为什么不能

叫作“联言志”。

好一个“联言志”！且看年轻的戍边

人是怎样抒情言志、笔纵豪意的。

狮子为吼虎为啸，各有各的威严。

边防军人的志，从来都是黄沙百战穿金

甲、沙场点兵射天狼。雪岭丛林、高原沙

漠、蓝天海洋……由于各自据守阵地的

地理位置、山川风物不一样，笔下借景抒

怀 之“ 景 ”，当 然 也 就 观 山 阅 水 各 具 特

色。譬如，伫立于东海万顷波涛中的嵊

泗岛，有一副刻在礁石上的对联，就是在

飞溅的浪花中注疏卫国戍边之志的。

还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军掀起了

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开国将军许世友

来到东海前哨的嵊泗岛，成为某海防连

的一名普通列兵，留下许多佳话，大家至

今津津乐道。同时，将军临别时写给连

队的一句话，成为官兵们苦练保卫海疆

本领的激励之言：“瞪大眼睛，保卫好祖

国东大门。”

潮起潮落间，官兵们换了一代又一

代，将军的这番话语始终是连队的决心

与誓言。后来，年轻一代的官兵涌出一

个新想法：咱们给将军笔力遒劲的题词

配个掷地有声的下联，来个老兵新传岂

不更好？一呼百应后，你言我语间，一副

虎虎生威的对联便出现在连队——

瞪大眼睛，保卫好祖国东大门；攥紧

铁拳，笑问谁敢兴风作浪。

横批：威镇海疆。

没有对祖国的热爱，就没有立志边

防的信念。同样，没有对大自然之美的

追求，就没有对山河之爱的深情。在边

关看到的许多对联，笔底慷慨激昂之间，

又以风雅之句、婉转之词，清韵脱俗地观

照出新一代边防官兵的青春美韵、英雄

风姿。

用山俊秀、水苍茫来描述内蒙古伊

木河边防连的驻地一点不为过。这个位

于祖国版图鸡冠顶端的连队，背靠大兴

安岭，眼望额尔古纳河，风景的优美浪漫

自不用说。由于国家关于保护森林和自

然环境的一系列政策，这里方圆百里无

村镇无居民，年轻官兵驻扎于此，难免有

几分寂寞冷清。但是，他们在这僻远艰

苦的环境里干出了响当当的成绩，获得

的诸多荣誉表彰令前去采访的笔者赞叹

不已。但更让我倾慕的，是他们在淡泊

繁华中扎实践行强军梦的胸襟，远离喧

哗却坚持放飞青春的风雅。连队那副对

联写得真好——

山水清歌，吟疆土之美，千秋往事涌

心头；男儿仗剑，卫国运之盛，纬武经文

唱大风。

横批：义胆丹心。

无须用华丽之词去夸赞，但细读放

吟，心头总是为之一热，因为里面不仅蕴

含着戍边人情感的深度，而且包容着他们

的精神志向对物质世界的思维和回应。

梵高说：“在自然界中，我处处发现

感情和灵魂。”完全可以借用这句话来评

说边防官兵的快意手笔，透过那质朴真

挚的每一对每一联，都能够发现和解悟

新时代戍边人的感情和心灵。

万里国境线延伸到了辽阔的南部边

疆，便归属邻近的几个省区管辖。在广

西和云南交界处，有一座大山将桂滇两

省区隔开在山的两端。两个连队各自依

山扎营、遥遥相望。虽然他们番号几经

变更，上级不同、隶属关系不同，但有一

点却完完全全地相同——保卫祖国边疆

的使命与责任。

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在保卫边疆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成为热血战

友、铁打兄弟、最佳拍档。各自上级来

连队，都一定会去另一个连队看看；但

凡逢年过节喜庆事，跨省联欢聚会也是

标配……一来二去，上级机关和当地老

百姓，都习惯地把他们称为“兄弟连”；驻

地的那座大山，也由此得名“兄弟山”。

所爱越山海，青春共此生。休闲时

听官兵们唱歌弹琴，那些新潮时尚的曲

调在边塞流淌着无尽的浪漫。但是，有

一首老歌却始终是他们共同的最爱：《战

友战友亲如兄弟》。爱就要抒怀，于是，

他们将歌中的意韵写成同样一副对联，

贴在两个连部门口——

兄弟山下兄弟连，血浓于水战友情，

保卫边疆肩并肩；钢铁边防钢铁兵，肝胆

相照使命重，强军征途心连心。

横批：战友加兄弟。

边关雄魂载史笔

对自然界而言，春天是一个季节。

但对历史而言，并不是所有春天的来临

都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边疆的历史从来

都是国家历史的见证者，边防线上的一

副副春联，总是通过意节铿锵的顿挫韵

律，在赞美大好春光的同时，将那些沧桑

凝重的历史融入军人的使命中。

“零丁洋里叹零丁”，这是深深嵌入

岁月的忧患记忆，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

青”的泣血绝唱，以特殊的价值承载而

成为千古名句。当年押送文天祥的船，

由外伶仃洋经过。而在这片海域，与之

相对应还有一个内伶仃岛。

在忧患重重的近代史上，这个丰饶优

美的海岛竟然成了不设防之地。英国侵

略者侵占海岛后，毫无廉耻地以此作毒贩

子们屯集、转运鸦片的基地。今天，这里

已经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守护海岛

的边防官兵从来没有忘记那段蚀骨之

痛。在边防哨所的门上有一副写于几十

年前的对联，大家每年都将其重新抄誊张

贴，年年岁岁、铭心而记、警示后人——

叹伶仃，故园泣血，愧对开荒拓土祖

先深恩；爱伶仃，江山如画，不负民族伟

业志筑铁壁。

横批：保我河山。

登岛那天，小雨如泪，伫立在对联前

脸上的雨水都是热的。这是一副透着怆

然悲壮之情的对联，但在满腔的愤慨中

同时写下了军人的刚毅，这不屈的刚毅

中凝聚着尊严，这高昂的尊严里蕴含着

历史淬炼出来的坚韧与力量。

有 一 部 电 影 叫《红 河 谷》，说 的 是

1904 年，英国为了“打开西藏大门”，派

出侵略军以卑劣凶残的手段入侵西藏江

孜的历史。“红河谷”当然是虚构的地名，

但影片中讲述的古城堡、大峡谷等战斗，

却是历史的真实。一座屹立在风雪中的

“江孜宗山英雄纪念碑”，记录着西藏军

民以命相搏的边疆保卫战。

雪白血红的历史可以拍摄成电影来

讲述，但侵略者的铁蹄不可能再践踏高

原雪域。江孜边防连把这样一副对联贴

在训练场边，酣畅淋漓地表达着新一代

戍边军人的历史观——

一部“红河谷”，用声光影像记录百

年侵略者屠刀横行妄称“日不落”；一座

“宗山堡”，以枪炮硝烟宣誓今天戍边人

披坚执锐挽弓“射天狼”。

横批：雪域壮歌。

当然，穿过时间隧道和历史场景，雄

浑边关前留下的不仅是悲怆的回声，同

样也有壮怀激烈的呐喊。

19 世纪初，英帝国主义者武装抢占

了我国云南怒江的片马地区，企图将高

黎贡山山脉近 1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

入其殖民版图。然而，当地的守备军队

和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用简陋的武器与

侵略者展开了数十年烽燹抗争，终于夺

回了祖先开垦的故土家园。

新中国成立后，在堪称“军事遗址”

的高黎贡山关隘“片马丫口”，我军边防

部队派出一个排镇守这个常年风雪弥漫

的边关要地，戍边官兵用忠诚和勇敢创

造和续写着新的光荣。1963 年，国防部

授予他们“钢铁哨所——风雪丫口排”的

荣誉称号。当年除夕风雪夜，周恩来总

理亲自打电话到哨所拜年的故事，成为

边防官兵永远的骄傲。

这样的哨所当然要有属于自己的对

联 ，读 这 样 的 对 联 怎 能 不 让 人 心 头 一

颤——

勇无双，忠无双，片马丫口众壮士誓

死抗敌英雄千古绝唱；苦不怕，险不怕，钢

铁哨所好战士立志国防扎根风雪边疆。

横批：好山好水好男儿。

既然对联是应时应景之作，边防线

上东南西北各个哨所的对联自然也是百

花千朵齐放、各呈地域风采。可有一点

却出奇的一致——所有对联里看不到一

点楚泽行吟悲情愁绪，一丝孤吟怨怼的

惨淡风月。

一位老边防一笑解题：有个军语叫

“兵要地志”，边关者，利刃坚甲据隘道、

高墙筑垒扼雄关之地。唯有铁板铜琶的

“破阵子”，仰天长啸的“满江红”，才配得

上这边塞要地。

新疆伊犁有一个边防连队驻守在

“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其名字让人有种

“穿越感”——黄旗马队。这个约 130 多

年前就已命名的哨所，至今仍是大比例

尺军用地图上的重要点位。当年清八旗

中的正黄旗一支马队在这里安营扎寨，

因而得名。正黄旗属八旗中的贵胄，可

见这一段边境的重要。今天，边防部队

延续这个百年老哨之名，称为黄旗马队

边防连。

登临残留的烽火台、瞭望台遗址放

眼望去，哨所左面是茫茫沙漠，右面的万

亩浩浩芦苇荡。乘坐连队新型的边防巡

逻车一路烟尘，遥想前尘往事、要塞沧

桑，万千感慨不知从何说起。待返回连

队，读到当门一联，直抒我之胸臆——

百年老哨，马队纵横威风凛凛历史

烽烟卓然乃史；万里雄关，车轮驰骋锐不

可当强军固防灿然新篇。

横批：山河雄魂。

剑犁和鸣写山河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

云。”祖国的壮美河山、家乡的锦绣田园，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带给边疆“富而美”、

“强而盛”的日新月异巨变，让边防官兵

在时空叠影间，写作激情和灵感奔涌。

对祖国的深爱挚情，对家国山河的一往

情深，成为他们挥笔撰联时充盈着春天

风韵的底色。

绿色情怀早逢春。在云南边疆的澜

沧江上，一座国家级的水电站雄踞在峻

险壮阔的大峡谷间。这里有一个响当当

的名字——糯扎渡。在当地拉祜族语

中，“糯扎”即英雄。在拉祜群众眼中，电

站的建设者和守卫者们都是英雄。

对于电站的守卫者——武警某中队

官兵而言，在这个没有硝烟枪炮的阵地

上，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默默奉献的无

名英雄。但是他们知道，守卫脚下的绿

水青山就是在创造金山银山，包括澜沧

江流域在内的边疆大地，已经历史性地

告别了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这其中，

就有电站守卫者的贡献。

于是，当云水盘桓间迢递来浓浓春

意时，大坝的执勤哨位的门上贴出了新

春第一联——

往事越千年，一江碧水一串明珠片

片光明送富裕，脱贫奔小康；高峡出平

湖，一座大坝一群士兵代代青春献边关，

忠诚铸钢枪。

横批：山水卫士。

对这一副充满阳光灿烂般光明感的

对联，完全可以不吝赞扬之词，对仗工整、

平仄协调，更巧妙的是上下联开头皆借用

了领袖的诗句，成为全联的点睛之笔。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

喜讯如扑面春风传来时，品读此联更是

有一种“秋水文章不沾尘”的憬悟。出自

对江河和水电站的环保要求，水坝水库

一带相当封闭，官兵们总是笑称自己“隐

居山水间”。但是，祖国富强边疆发展的

使 命 感 ，过 滤 了 官 兵 们 种 种 情 绪 的 杂

质。对联横批的“山水卫士”堪称点睛之

笔，弦歌雅意间衡量出年轻的士兵们富

民强边守卫者的高尚情怀。

广西边防竹山港，被称为“中华之

端”——中国陆地边境线和海岸线，皆始

于斯、终于斯。1890年，当时的主政者与

外国官员签署了“界约”，并于此立碑。按

顺序编号，成为“一号界碑”耸立之地。

百年斑驳界碑留下的不堪记忆俱往

矣。今天，昔日的芦苇海滩已经成为忙

碌的海港码头，大西南通往东南亚的黄

金通道由此起航；古老的界碑、公路零公

里起点、北仑河入海口等景观，无一不是

熙熙攘攘的旅游者“打卡”之处。

驻守在这里的哨所官兵所写对联，

有海洋有陆地，有历史有现实，有豪迈气

魄亦有风流潇洒——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陆地，但见海滔

滔路浩浩一号界碑见证百年兴衰；一肩

担强边一肩担富民，且听风阵阵旗飘飘

万里边防书写千秋盛举。

横批：海天一色。

一切故事莫不是时间的故事，戍边

人既是千年边疆史诗的主人公，同时又

是历史风云的记录书写者。

“剑寒花不落，弓晓月逾明。”云南边

疆的一片红土地，是许多军人记忆犹新

的保卫边疆的战场。如今，昔日步步惊

心的雷场已然成为稻黍飘香的丰饶土

地，人头攒动的繁华市场。

那些见证、参与、创造了这一段战

争与和平历史的边防战士，最有资格评

说剑犁和鸣的边关发展史。春风拂边

关，一联续日月。在麻栗坡的老山边防

连，战士们挥毫迎春，将硝烟铁血尽收

笔端——

何惧雷场生死须臾间，沙场豪情我

以我血荐轩辕；唯愿山河静美千秋事，边

关万里喜看稻黍千重浪。

横批：强边富民。

已 将 身 心 酬 社 稷 ，江 山 壮 丽 催 诗

笔。与诸多名对名联名句相比，边防哨

所一副副春联，朴拙如黍麦、本色似土

地，实在只是一些无名之作。然而，书写

于祖国春风杨柳间，镌刻在雄峙边关国

门上，边防军人笔底春联中蕴含着的忠

诚之心、清澈的爱，难道不就是传世之

作、大美之联吗？！

笔 底 万 丈 豪 情 心 中 万 里 河 山
——从边关春联品读戍边军人“清澈的爱”

■郑蜀炎

军人自有军人的情怀，边关自有边关的年味。
今天是大年初二，《中国边关》专版给您拜年！此时此

刻，品读戍边人笔底的一副副春联，犹闻一曲曲“大风歌”。
与诗歌一样，对联是汉语最优美凝练的表达形式。作为

中华文化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对联应时应物应景而写，沿
袭循例，亦有不同的称谓。

比如，悬挂于楼堂庭院楹柱上的，厚重端庄，谓之楹联；时

逢春节，姹紫嫣红，笔底之联亦染尽春色，当然就叫——春联。
春联是诗，韵律笔墨间率性飘逸地标识着戍边人的精神

高度。
春联是志，浓墨重彩中表达着新时代边防军人的光荣与

梦想。
春联是心，字句词语里延伸士兵青春与使命相连的心灵

轨迹。 ——编 者

远 方 的 年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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