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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览新书速览

世相一笔世相一笔

国防纪事国防纪事

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我看见
汉江岸边飞起一羽白鹭
眷恋地盘旋在清冷的江口
它抖动羽毛久久不愿离去
长鸣啾啾唱着缠绵的乡愁
我知道
那是你洁白长衫化作羽翼的天使
离不开它情爱满满的黄鹤楼

我看见
武大校园盛开簇簇樱花
美丽地绽放在傲立的枝头
它娇媚百态装扮人间春色
曼舞袅袅带来最美的问候
我知道
那是你晶莹双眸变为纯洁的花蕊
扎根在它思恋依依的鹦鹉洲

我看见
看见
那在樱花间飞舞的白鹭
翩翩起舞 芳影长留

看 齐
曾把青春染绿
梦里也喊看齐
有过边塞守望
有过生死相依
就爱听人夸当兵的腰板
做人做事总是直溜溜地站起
从不忍舍弃柜中的军衣
每次抚摸都在回忆
生命启航军营那火热的天地
有过硝烟锻造
有过风雪雨泥
最为感动九旬前辈
天安门下那生命的敬礼
一生无悔
一生把军号吹起
血中有沂蒙的水
胸中有南昌的旗
青春染绿 绿的珍惜
梦里呓语 还是喊着看齐

我看见
（歌词?外一首）

■许鲁明

不知道你的姓名
不知道你来自何方
但你摘下护目镜的时候
我铭记了你的模样

脸上深深的口罩勒痕
还有清晰可见的压疮
唯有那眸子依然晶莹
放射着坚毅勇敢的目光

你也有可爱儿女
你也有父母高堂
在疫魔肆虐的时候
你舍弃小家奔赴战场

你是最美的天使
当之无愧的新时期榜样
看到你眉梢扬起微笑
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你的眉梢扬起微笑
■李业陶

星夜启程，你不愿耽误一秒
冬夜的风，律动着你的心跳
冰冷数字
无情刷新着你的煎熬
每个期盼
都承载着生命的重量

无畏生死写在军令状
誓不退缩的步伐铿锵
扛上无怨无悔的行囊
满含爱与生命的希望

人民看到了
那属于勇者的胸膛
和直面生死的坚强
祖国看到了
那属于战士的目光
充满对胜利的渴望

未见硝烟的地方
未必不是战场
忘乎生死的较量
终将战胜绝望

就让这为生挺立的胸膛
把罪恶的魑魅魍魉阻挡
就让这正义善良的光芒
将肆虐嚣张的病魔灭亡

硝烟外的生死较量
■赵 伟

老张是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成
员，来自临潼康复疗养中心，从事检验工
作。今年49岁，肤黑、爱笑，常露一口大
黄牙，烟龄和军龄同等。最近听说他烟
瘾快戒掉了，成了不小的新闻。

2月初，上级抽组人员驰援武汉。
“军人就该上战场！”话罢，老张的请战书
就递了上去。

很快，老张接到通知，即将奔赴一
线。他兴奋满怀，突然又有些发愁：自己
烟瘾很大，到时“断粮”可咋办？

老张烟不离手，远近皆知。出发前，
他硬往运行包里塞了 5条烟。在他看
来，哪怕饭少吃点，烟一根都不能少。

到达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
后，上岗前的培训、考核马不停蹄，老张
总会见缝插针地猛咂两口。

虽然烟瘾大，但工作起来毫不含
糊。老张主要负责对入院新冠肺炎患者
的标本进行检测，为临床提供诊断治疗
依据，自身防护同样重要，不能有半点马
虎。为了鼓励自己，老张在防护服外面
写上4个大字：战神加油！

每天要连续工作四五个小时，有时
超过 8个小时。每次从污染区出来后，
护目镜都能倒出水来，里面穿的衣服早
已湿透，体力消耗很大。

穿防护服的时间长了，老张会感到
缺氧，整个人有些发晕，加上穿着纸尿
裤，更不舒服。护目镜里常常积满雾气，
看不清楚标本，老张只能透过一条缝，去
瞄外面最清晰的地方，小心翼翼操作仪
器，生怕出错。

这些辛苦都能忍受，但烟瘾犯了，着

实难熬。用老张的话说，就像身上爬了无
数只蚂蚁一样难受，那一刻，哪怕只能闻
一闻烟丝的味道，也是莫大的慰藉。但穿
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这一丁点的渴望都
是奢望。根据规定，一旦进入污染区，只
能在当天工作结束后，才能出来。

老张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这些年，
为了戒烟，他也想了不少办法，可都不管
用。抽电子烟、喝浓茶、嗑瓜子、嚼口香
糖……前前后后戒了十几次，全以失败
告终。后来听说高强度运动能戒烟，他
又开始练长跑，半马、全马跑了不少，结
果烟抽得更凶了。

但在抗疫一线，在污染区，烟瘾犯
了，谁也帮不了，只能自己克服。老张
说，近一个月，他的头顶天天飘着一个
字：忍。那些正在抢救的患者，那些并肩

战斗的战友，还有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
都是他一忍再忍的动力源。

就这样，烟瘾竟被一点一点地压住
了。最近随着工作量加大，也更累了，老
张抽烟的欲望反而慢慢降低，这让他自
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能否彻底戒烟，对于老张已经不重要
了。在抗疫一线，他的确无暇顾及“烟事”，
全身心投入高强度的工作中，和战友们携
手早日击退病魔，才是他日思夜想的事。

对了，老张名叫张晓军，一名入伍
31年的老兵。

日思夜想的事
■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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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3年 3月毛泽东题词“向雷
锋同志学习”发表以来，国内创作和出
版了很多关于雷锋的文学、影视和音
乐作品，使雷锋的事迹和精神得以广
泛传播，感动和影响了许许多多中国
人。对雷锋的故事，笔者也耳熟能详，
但当捧读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
的样子——讲述雷锋》（于清丽著）时，
我依然多次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你的样子——讲述雷锋》一书最
大的亮点在于通过与雷锋有过亲密接
触的人生动、有趣、真实的回忆，还原
更真切的雷锋历史、更鲜活的雷锋形
象、更细腻的雷锋感情、更纯朴的雷锋
精神，加之作者恰到好处的点评、凝炼
与升华，使一个可亲、可敬、可爱、可
学、令人信服的平凡而伟大的雷锋“样
子”在读者心中站立起来。时隔近一
个甲子后，仍让人可触可感雷锋的青
春容颜和怦怦心跳，不觉发出会心一
叹：雷锋，你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是这个样子，心中充满大
爱。雷锋的父亲叫雷明亮，母亲叫张
圆满，但他们的生活道路并不“明亮”和

“圆满”。在黑暗的旧社会，注定他们的
孩子也只能接受贫穷和苦难。雷锋痛
恨万恶的旧社会，热爱充满阳光的新
中国。也许这种爱起初萌发于朴素的
阶级感情，但当他学习了毛泽东著作、
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后，在生活中深
切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爱和关怀后，
他的爱升华了、追求的目标更远大了，
并在日记中涌流出来——“可以说在
我的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了
党的血液”“伟大的党啊，您是我慈祥的
母亲，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您的，我
要永远听您的话，在您的身下尽忠效
力，永做您忠实的儿子”。这些深情的
语言，在雷锋的日记中随处可见，更是
化作澎湃的激情充盈在他心中，凝炼
成不变的信念，指引他人生的航程。

你就是这个样子，心中充满理
想。古人曰：“人生少年须立事，生我

不应负天地。”雷锋的理想抱负是远大
的，在 14岁那年背起书包、走进学校
时，他在第一篇周记里就这样写道：

“在旧社会，我家祖祖辈辈没有人进过
学校的门，更没有上学读书的权利。
今天我进高小读书了，多么的幸福啊，
我要为毛主席争光，为雷家争光，克服
一切困难，认真读书，长大了做一个有
出息的人。”他在小学毕业时，自告奋
勇地上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我
决心留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当一个
新式农民，我决心做一个好农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来有机会的话我
要当工人，要当个好工人。将来有机
会的话我要当个解放军战士，要当一
个好兵。”雷锋的这段即兴发言，如同
预言概括了他的一生。正是把“做一
个有出息的人”的理想抱负与脚踏实
地精神完美结合，成就了雷锋从平凡
到伟大的升华。

你就是这个样子，心中充满激
情。有人说，激情是文学家、艺术家头
上的光环。英国诗人拜伦称激情为

“诗的粮食，诗的篝火”。雷锋不是诗
人，但他短暂的一生无不充满激情，恰
如他自己所说：“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
的火热。”正是这种火热的激情，让他
在每个岗位上都干得出彩。当公务员
时，他是院子里最勤快的人；当农民
时，他是优秀的拖拉机手；当工人时，
他乐意干最苦最累的活；当战士时，他
更是干一行爱一行的标杆。雷锋的激
情不只是体现在工作上，还有对人民、
对同志的满腔热忱。走到哪里，他就
把好事做到哪里：路遇迷路的老大娘，
他冒雨送她回家；看病路过建筑工地，
他毫不犹豫地推起小车；家乡和驻地
发生灾情，他一次次寄去爱心钱款；战
友有困难，他总是热情相助……他的
身躯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他的
胸膛中怎么会涌动那么多爱的岩浆？
许多人不理解，许多人在猜度，而雷锋
自己做了响亮的回答：“你既然活着，
你又是否为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
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我
想问你，为未来带来了什么？在生活
的仓库里，我们不应该只是个无穷尽
的支付者。活着，就要为未来的人类
生活付出劳动，让世界变得美丽。”作
者在书中引用这段文字后，特别强调
这时雷锋还不到 18周岁。正是有了
这样的崇高追求和人生境界，才赋予
雷锋澎湃的激情和能量，使我们在时
光的隧道里无论走多远走多久，都能
感受到雷锋传给我们的温暖和力量。

你就是这个样子，心中充满阳
光。在我们所见到的雷锋的照片中，
他永远是微笑的、乐观的；在我们所读
到的雷锋的文字中，他永远是温暖的、
向善向上的。这一切无不说明，雷锋
是一个心中充满阳光的人。阳光驱散
苦难童年给他带来的阴霾，使他对新
生活充满乐观自信；阳光化开他心中
的块垒，使他坚定自己所选择的人生
道路。他善于学习，哪怕是一丝一毫
与党和人民的利益不相符合的念头，
一点一滴与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身份
不相一致的行为，他都会在自我反省
中将其摒弃。正如作者在书中感言：

“雷锋，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中国
的人群里，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什么是
爱。这是人性中神圣的爱，他的爱比
爱情更伟大，比友情更崇高……这么
多年，他仍然会把我们带入一个结实
而辽阔的境界。”

作者通过 10余年不辞辛苦的寻
访，通过那么多熟悉而热爱雷锋的人
的讲述，让我们穿越时光、结合现实，
更深刻地读懂雷锋、感悟雷锋。

雷锋是一个时代的楷模。雷锋精
神是永恒的，并不断被人们弘扬与光
大，就像柯岩的诗中所写的那样：“他
永远像早晨那样清新，欢欢喜喜又匆
匆忙忙，经过他身边的岁月虽短，那每
分每秒呵，都带着他的体温，永远在发
热，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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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后，乔安 24岁了。新冠肺炎
疫情来袭，当年那个拖后腿的小不点已
经大学毕业，还成立了个人设计室。她
在微信里和妈妈多次商量，准备画一道
与众不同的门。

定下思路后，乔安很快勾勒出轮廓
和维度。乔安想：“妈妈，我要把你和你
的战友们最美的瞬间画出来。”

在乔安的心中，妈妈堪称全能，在
家下得了厨房，在医院打得了硬仗。妈
妈和她身边的战友个个都是英雄。

那道门就是妈妈的化身。举家团
圆，美丽的妈妈一分为二：一半身着家
居服在厨房忙碌，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
都是她的厨艺；另一半防护服武装的身
体已经疾驰在去往抗疫一线的路上，每
一分每一秒都在与死神抢夺生命。乔
安把完成的初稿传到妈妈的工作群，这
幅画一夜之间在妈妈的医护朋友圈疯
传，并迅速上了热搜，所有人都知道了
乔安画的《门》。

一大早，退役多年的军医姥爷拿着
放大镜和手机走过来，看着正在修改画

作的乔安：“丫头，你把妈妈画小喽！”
“没有，没有，姥爷，是妈妈本来就小。”
乔安伸手拿起桌上的丑橘扒开放到嘴
里。姥爷点点乔安的脑瓜门：“你妈妈
个头小，心不小啊，她的心装得下家和
国。你也要和她一样吖！”

姥爷的话让乔安眼眶一热。妈妈
是医生，乔安几乎是在医院长大的。抗
击非典时，参与救治任务的妈妈被隔离
在医院好多天，想见妈妈的乔安做梦都
能哭醒。后来是姥爷带着她在医院栅
栏外远远地站着，隔空和妈妈呼喊对
话。那一刻，乔安格外想念妈妈温暖的
怀抱，可是距离那么远，眼前的妈妈就

是一个小白点，妈妈说什么比划什么，
她一点都没听清看清。

3岁起，乔安就喜欢画画，画得最
多的就是妈妈医院的那道门。在梦里，
门也经常出现：门里，妈妈一直在奔波
忙碌，到处都是找妈妈看病的患者。大
家挤来挤去，不小心就把乔安挤醒了。

非典来袭时，姥爷支持妈妈冲锋陷
阵：“亚茹，你是我的女儿，也是国家的
女儿，国有难，你当勇赴。”妈妈去闯关，
乔安和姥爷隔门相送，把所有思念和牵
挂寄存心底。在家里，乔安画遍了妈妈
在电视上的所有样子，然后再画妈妈身
边的叔叔阿姨。

从那时起，乔安就知道，有许多和
妈妈一样的忠诚卫士，都在牺牲自己、
守护生命。

17年后的今天，乔安成长为一名
专业设计师，妈妈还是白衣战士。妈妈
常说：“职业就是良心，岗位就是命令。”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妈妈再次
出征救死扶伤，乔安和姥爷共同守家。

妈妈和战友们一次次逆行的身影，
冲击着乔安的心。她回味着姥爷的话，
不断对自己的画进行修改。最后定稿
的手绘的《门》，是一名漂亮的医务人员
迈出坚定的步伐，身后是飘香的饭菜、
是温馨的家，眼前是抗疫一线、是病重
的患者……

乔安说，危险与幸福仅一门之隔。
留下，就是温暖和舒适；出发，就是危险
和战斗。她等着妈妈早日凯旋。

画 门
■雪花 徐嘉宁

“政委您好，我是郭旭。当前疫情严
峻，我很想为家乡疫情防控做点什么，感
谢家乡人武部役前培养，这是我一个月
的津贴，请您代我转捐。谢谢！”

手机屏幕上，郭旭通过微信发来的
这段文字以及1100元转账，格外醒目。

“刚刚你家长来电话跟我说了这件
事情。我为你身在军营、情系家乡、共
抗疫情的思想觉悟而感动！你每个月
的津贴也不多，自己还得花销，要不就
别捐了吧！”

“我这津贴还有很多，也花不上，为
家乡作贡献，义不容辞。”

……
越交谈，郭旭的态度越坚决。于是，

我点开他的转账，将款项以“抚远市入伍
青年郭旭捐赠家乡抗疫”的名义，转入抚
远市红十字会的银行账号。

放下手机，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郭旭，2019年大学新生，一个身材

魁梧、入伍意愿强烈的小伙子。新兵训
练结束时，受到嘉奖1次，还被推荐为第
一批参加专业集训的对象。这么优秀的
战士，当初差一点与军营错过。

按照征兵流程，从初检到入伍要进
行全程淘汰。郭旭当时被镇武装部作为
初审合格对象上报进站体检，结果因体
重处在临界，被列为边缘对象纳入政审
范围。政治考核结束后，确定役前训练
对象时，负责政考的同志认为他是大学
新生，高中时品学兼优，符合列为优先征
集对象标准。但负责体检的同志认为他
的体重已达上限，很容易因超重被退回
来。出现退兵问题不仅会被问责，还影
响市里 51年零退兵的荣誉。双方各执
一词，争论得异常激烈。最后达成的意
见是：确定役前训练对象又不是定兵，不
宜先下定论，让他先参训，考核时看效果
再定。

在役前教育训练期间，我带着政工
科长一起找参训对象谈心。当我按照惯
例把“为什么要当兵”这个问题抛给郭旭
的时候，他瞪大眼睛，声音洪亮：“保家卫
国！”安静的办公室里只有我们 3个人，
突然喷涌而出的粗壮声音在棚顶回响，
着实吓人一跳！再仔细瞧他，眼神坚定，
态度真诚。

在接下来十几天的役前教育训练
中，汇报参训对象每天表现时，经常听到
教官说郭旭每天吃得少，训练很刻苦。
功夫不负有心人！役前训练结束考核
时，郭旭不仅体重减下来了，还取得综合
第七名的好成绩。

送新兵启程的那天，我和部长都站
在院子里跟送行的人打招呼，更多的是
听那些家长和孩子说些什么。“部长好、
政委好，到了部队我一定好好干，为咱抚
远人争光！”郭旭跑到我们面前敬了个

礼，又是很大声地向我们表决心。他穿
着新军装的样子很帅。我笑着拍了拍他
的肩膀：“记着，当了兵，生命从此就不再
只属于父母，而是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要想当个好兵，就要听党话，能吃苦，努
力提高本领，最重要的是要把个人命运
与国家紧紧联在一起！以后不仅要为家
乡争光，为军队争光，更要为国家争光！”
郭旭表情严肃，听得极认真，亮晶晶的眼
睛里闪着自信坚定的光。随即，庄重的
军礼后是一声响亮有力的“是”。还没等
我们还礼，他已转身跑向集合的队伍。

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我们目送这
群充满报国志向的小伙子兴致勃勃地奔
向他们向往已久的绿色军营。

而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郭旭身在
军营，情系家乡，用微薄的津贴支持家乡
抗疫工作，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翻开
日记本，当我再次把“长城稳固需好

‘砖’，征兵必须把好关！一定要把更多
心系祖国的优秀青年送进军营”的句子
写在上面时，那从我们头顶开始渐次照
耀到祖国广袤土地上的阳光刚好打在脸
上，惬意温暖。

士
兵
的
委
托

■
马
立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