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0年年77月月66日 星期一日 星期一 3长 城 责任编辑 /李媛媛Tel：010-66720924

文化视界文化视界

热风冷眼热风冷眼

国防纪事国防纪事

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军营如火兵如钢，部队练兵备战的
脚步从未停歇，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参
军入伍，为国防建设注入新鲜血液。当
充满热血与激情的青春担负起备战重
任、随强军事业的脉搏一同跳动时，每
个人都能遇见全新的自己。那是青春
经历过弹火硝烟的淬炼砥砺，锻造出的
一把把闪耀着胜利光芒的尖刀。

一

夜幕之下，数十座帐篷身披巨大的
伪装网，和四周植被茂密的大山融为一
体。宿营地不同角落散布着流动岗哨，
一切都被静谧笼罩。

警戒班班长、中士刘金良醒了。他
从行军床上坐起来，看了看墙上的表，
凌晨 1点；又环顾四周，除在指挥帐篷
站岗执勤的 2名战士外，另外 5名战士
睡得正香。

警戒班帐篷布设在最外围，担负着
营区防卫战斗的重任。从昨天下午开
始，刘金良已经带领班组连续进行多次
不同课目的防卫战斗演练，取得胜利的
次数占比并不高。24岁的他，刚接任
班长1个月，此刻，他感觉疲惫，也感到
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不知道，早在任务开始前，导调
组和“蓝”军成员就结合训令要求逐字
逐句学习大纲要点，研究外军分队作战
知识，做了充分的准备。

“战斗随时打响，必须保持体力！”
刘金良摸了摸枕头底下的95式自动步
枪，强制自己闭眼睡下。

凌晨 4点，宿营地隐藏在浓雾中。
指挥帐篷内，灯火通明，各值班要素在
岗位上紧张忙碌着。导调考核组组长、
侦察情报科科长李承兴不停地看手表，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突然，头顶上传来
雨点砸落帐篷的声音，李承兴三下五除
二穿好雨衣，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嘟嘟嘟……”一阵连贯的哨音打
破黑夜的寂静。春秋和梅雨季节，受高
压回流影响，经常会出现大范围且持久
的浓雾，天气预报又显示凌晨有雨，李承
兴正是瞄准了恶劣天候练兵的好时机。

“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在李承

兴的观念里，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年
轻的兵更要在艰苦环境中摔打。

“营区北部有可疑人员在窥探营
区！马上进行搜捕！”接到战斗命令，刘
金良立即收拢人员，展开作战筹划、登
车出发。

半山腰上，数个人影在雨雾中若隐
若现，刘金良正带领班组在树林中搜捕
前来窥探营区的“敌特”。头戴夜视仪，
持枪成战斗队形，不停地变换位置，用
手语进行指令沟通……雨衣紧紧地贴
在身上，刘金良感到异常冰冷，额头却
渗出汗水。他发现，因浓雾影响，夜视
仪画面一片模糊，远处情况难以判定。
就在这时，几枚冒着白烟的手雷突然从
不远处的草丛里飞了过来，瞬间在队伍
旁边“炸”开了花。2名队员由于躲闪
不及，当场“阵亡”。“跟我来！”刘金良立
即带人朝着手雷飞出的方向直插过去，
抓捕埋伏在草丛中的“敌特”……

雾散雨停时，刘金良带领的战斗编
队已完成归建，李承兴的办公桌上多了
一份课目考核报告表，上边列举了训练
短板和弱项，这将是下一步训练的可靠
依据。

“要是早点发现就不会有战斗减员
了！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显然，刘金
良的任务完成得不够完美，这也激起了
他要更加勤学苦练的狠劲儿。

晨曦微露，起床号响，像要撕破黑
暗，唤来血红的朝阳，如同刘金良胸中
不熄的火焰。

二

傍晚，密林深处出现了一座“简易
帐篷城”。

合理安排宿营，是部队战斗力提升
的一个重要环节。有时必须离开温暖
的营房，在最恶劣、最艰苦的环境甩开
制式帐篷，露营在深山丛林。

宿营地定在半山腰上，山体坡度、
树林密度都很大，制式帐篷无地可搭。
发射五连连长王超第一时间召集班排
骨干“诸葛会”作出部署安排。

根据地形实际，有的 10人一帐，用
背包绳把树枝绑出长方体骨架和房顶，
再将多个雨衣串成墙壁，顶上覆盖防潮
地布和干草树叶，搭成容纳多人的“大
通铺”。

能睡“大通铺”是比较幸福的，地面
平坦，人多暖和，但是这样大的平面地

域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3人为一帐：
两把行军锹挖坑自埋，支在地上作柱；
两块军用雨布扣绑拼成一块大篷挑在
军锹之上，一座人字形帐篷便宣告竣
工。剩下的那块雨布，半铺半挂，可遮
一面穿堂的凉风，可垫一块阴湿的草
地。3人拥枪而卧时，像个挤紧了的

“川”字。
四级军士长唐魁当列兵的时候就

开始跟随部队野外驻训，经验丰富。这
天，他没有急着和他人合搭帐篷，而是
四处寻找着什么。果然，一棵粗壮白杨
树下一个砖垒的坟冢现于眼前，深度大
约 2米，北面背坡，减少风吹，南面下
坡，不用担心雨水冲。唐魁嘿嘿一笑，
铺上雨衣和干草树叶，蜷缩了进去。

远处“三人帐”里的上等兵程凡不
解唐魁的行为，过来问道：“老班长，住
在这里边你不怕吗？”“怕个锤子！咱是
准备打仗的，死都不怕，这有什么好怕
的？”唐魁拍了拍程凡的后脑勺，又解释
说，“你不懂，碰到这样的洞穴是宝贝，
能抗风，而且‘蓝’军来袭的时候我提上
睡袋就能转移。”

程凡当晚就感受到了老班长的机
智。虽然配备了睡袋，但山里的“早晚
寒”仍然低到零下十几摄氏度。“三人
帐”中，两侧的人难以入睡，待极度的困
乏超过了寒冷，才可昏睡片刻。唯有中
间的人最享福，像个婴儿似的蜷缩成
团，能安稳睡一程。所以一般夜里得换
两次“岗”，使外侧半僵之人轮流做个真
正的梦。

当清晨的露珠顺着缝隙滴落在倒
过两次“岗”的程凡脸上时，他再也睡不
着了，索性起身，四处转转。站得高了，
程凡看到炊事班成员正在挖灶、烧火、
打水、炒菜……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做
菜的炉灶一个个，却无光无烟，不走太
近根本发现不了。

“这是我们挖的散烟灶，火坑旁有
烟道专门用来稀释炊烟，烟道出口处还
堆着留有缝隙的石块，隐蔽性很强。”司
务长兼炊事班长、中士李延安笑着说，
野炊的另一端对接的是战场，如何让部
队吃好藏好，也是一场生存考验。

关于生存考验，程凡在一次巡逻任
务中深有体会。那天，唐魁和程凡分到
一组，负责巡逻整个驻训区的十多个点
位，其中最关键也最难到达的当属山顶
瞭望哨。

登顶后，风异常大。一股股迅猛的

山风，像轮番进攻的拳击手，又准又狠
地朝人的口鼻砸来。偏偏光秃秃的山
顶上覆盖着一层青苔，程凡脚下一滑，
幸好被唐魁及时拉住，否则不堪设想。
这一拉，程凡的眼睛准确捕捉到唐魁手
腕上一道深深的疤痕，看着瘆人。

后来听说，那是唐魁曾经在一次驻
训时为了救一名上山采药的小男孩被
猪獾子给咬的。程凡感到微微的战
栗。民间的故事，是爷爷传给孙子，几
代才增删一次；军人的传说，是老兵讲
给新兵，几年就相当于一代。老班长的
伤疤，像一枚勋章，已经深深印刻在程
凡的心里，沉淀发酵。

之后的一个月，经历了侦察时被马
蜂蜇、爬山时被战靴磨出血泡、班排组
织写遗书，程凡越发明白任务动员时指
导员说的话：“训练就是打仗，只有无限
接近战场，才能探寻到更多打赢底数。”

当青春开始蜕去稚嫩，军人的底色
便越发纯净、厚重。

三

周六晚，综合训练场上，一个身影
穿戴战斗着装跑了一圈又一圈，仿佛不
知疲惫。

这是有着“小钢炮”之称的勤务连
文书、下士王卫义在自我加练。汗水顺
着凯夫拉头盔卡扣滴淌，大腿酸胀不
已，似乎已到达体能临界点。但一想到
那次“耻辱”的经历，他就咬咬牙，加快
了脚步，试图再多一点突破。

大半年前，部队进行了一次百公里
拉练。踏着朝阳出发，翌日伴着晚霞而
归。过程中穿插关于锤炼“走、打、吃、
住、藏”几个方面的实战化战术课目。

1998年出生的王卫义家庭条件较
好，从小没吃过啥苦。拉练中，几十公
斤的负重，让本就体质偏弱的他在3小
时行军后落到了队伍后头。

在休息区，连长田龙看到王卫义脚
板上起了好几个血泡。继续行进时，连
长让他坐“收容车”。王卫义倔强地说：

“‘收容’二字对我来说就是耻辱！”说
完，背起背包就冲进队伍。这次不到一
小时，王卫义就感到头皮发痒，脑瓜子
嗡嗡的，不知什么时候脚下一软、眼前
一黑，就晕倒在队伍的后面。

卫勤救护小组开着救护车疾驰而
来，将王卫义用担架抬上车，军医喻达
贤立即进行救治和葡萄糖静脉输注。

没过一会儿，王卫义醒了，“医生，我咋
回事儿？”“有点轻微低血糖，但归根结
底还是因为肌肉耐力不够啊！”

面对全时段战斗、满负荷运转，一
路走来，王卫义产生了负面情绪。和军
医诉苦，喻达贤直言不讳：“苦不苦，想
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
辈！要我说啊，你就是练得少！”

听完医生的话，王卫义没有执拗着
要跟上队伍，而像泄了气的皮球，半躺
在救护车上，弹不起来了。行军队伍
里，不少战士在底下调侃喊他“王姑
娘”。他扭过头，深呼吸，捏紧拳头，眼
睛直勾勾地看向远方，暗自立下决心，
一定要逆袭！

那次拉练暴露出不少短板，部队领
导决定，开展共同基础强化训练，一改
以往体能训练时间只是跑跑步、拉拉单
杠的情况，而是头戴凯夫拉头盔、身背
战术背包、手拿钢枪，进行 3公里武装
奔袭，结束后还要进行按图行进、救护
组合、爬低桩网等战术课目。显然，这
是一场智慧和体力的共同检验。

又要武装越野，王卫义有点恐惧。
但听到能拿枪，他的倔劲儿上来了。看
到镜子里的自己战斗着装、手握钢枪，
一副英雄的模样，他感到一股动力在内
心激荡，恨不得马上奔赴战场，以青春
的名义赢回自己的面子和荣誉。

但面子不是那么好挣的。王卫义
体能基础差，便跟在后边跑。队伍虽一
直保持匀速，但他时不时就要掉下一步，
然后就得紧着倒腾步子跟上。倒腾得
多了，胸腔那口气便串了劲儿，顶着嗓子
眼儿难受。跑跑停停，停停跑跑，跟在
队伍后半部的王卫义始终不言放弃。

就是这样大重量、长距离的奔袭训
练，让曾经3公里考核总是垫底的小胖
子，如今有了刚毅的腹肌；曾经一上单
杠就被戏称为“挂腊肉”的小伙儿，如今
俨然是连队的“杠上蝴蝶”。

加练完躺在床上，璀璨的月色在王
卫义的眼眸中闪烁。汗水与酸痛相伴
的记忆越发清晰，那是肌肉和灵魂一同
疯长的日子。在这里，他找到了青春的
坐标，原来，勇敢是在看到恐惧后依然
能直面挑战、迎难而上。

他在日记本上抄写下这样一句话：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
是用来回忆的。青春有很多种样子，很
庆幸我的青春有穿军装的样子。硝烟
里的青春，同样精彩。”

硝烟里的青春
■董岸松

在 2020年全民抗疫的时刻，大型
历史剧《塞上风云记》在央视播出，无疑
给观众带来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精神
力量。

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万里茶道”上
盛极一时的张库大道（从张家口到库
伦）发生的 3代创业者的悲壮故事，以
主人公吕俊杰从富商纨绔子弟成长为
撑起一片天地的民族资本家为主线，讴
歌了我们这个民族在一切强敌和苦难
面前从不屈服、从不退缩的战斗意志和
顽强精神。

写一个家族的兴衰史，最难以超越
的是一些传统思路，往往容易写成家族
争斗、杯水风波、兄弟阋墙等。《塞上风
云记》在结构故事中没有拘泥于个体家
族的情感纠葛，而是跳出个人命运的
叙述，映射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命运。比如，主人公吕俊杰跳出个人

家族的兴盛和光宗耀祖的狭隘思维，
在思考实业救国这样一个更宏阔的主
题。他由开辟草原商路想到京张铁
路，进而想到整个中国的交通如何与
欧亚大陆连通。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
蹄踏向中国土地的时候，吕俊杰走向抗
日一线，与张家口最早建立的察哈尔抗
日同盟军一起抗敌御侮。

大到家国大义、民族兴衰，小至兄
弟情谊、商业道义，《塞上风云记》蕴含
不少对当代青年人生活方式及历史观、
价值观的理解和解读。特别是如何将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剧中都
做了较为明确的诠释和回答。作品用
小人物折射大时代、小中见大的创作手
法，成功地将个人命运与波澜壮阔的民
族命运和时代变迁联结在一起，从而拉
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一部优秀的作品，写好人物是第一

位的。《塞上风云记》牵涉人物百人之
多，认真盘点这些人物，一个个极具时
代光彩，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贴切地
表现了晚清民国时期的人物特征。值
得一提的是，剧中孙鹊喜的人物塑造为
整部作品增色不少。作为吕俊杰的妻
子，她心地善良，为人厚道，有勇有谋，
敢于担当。在那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她秉持女子要自立自强、敢于创业立业
的观念，颇具时代意义。

创作一部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优
秀作品，编导首先要有唯物主义的历史
观。如果整天惦记着如何用一些非高
雅的手法提高收视率、如何从观众手里
赚到更多的钞票，那注定创作不出好
作品。怀着急功近利目的的创作者，
只会把市场效益放在第一位，当他不愿
对历史的考证、素材的挖掘做更多努力
的时候，只能靠胡编滥造糊弄观众。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正因《塞上风云
记》的创作者们长时间深入生活第一
线，对历史史料做了精细研究，对地域
文化做了详尽考察，才创作出这样一
部富有历史质感的上乘之作。努力去
寻找讲好中国故事的源头活水，努力
去发现最能体现民族精神、最能激发
人民斗志的闪光点，成就了这部在回
望历史中提振民心士气的英雄篇章。
套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在科学的道
路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只有沿
着崎岖小径攀登的人，才能到达光辉
的顶点。科学是这样，文艺创作也同
样如此。

寻找讲好中国故事的源头活水
——评大型历史剧《塞上风云记》

■陈先义

“知恩图报，善莫大焉。”一名意大利
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等疫情结束，
我想拥抱每一个中国人。”读着读着，笔
者瞬间直起了腰杆，一股豪情油然而
生。中国温度，温暖自己，也温暖了世
界。

3月 17日，山东省援鄂医疗队第一
批队员准备返回济南。临别时，来自日
照市莒县民兵医疗救护分队的医生曹
伟，向前来送行的武汉人民鞠躬告别。
这一幕正好被记者拍下。视频在网上
发布后，感动国人。湖北网友在某社
交平台留言：“这个鞠躬如何受得起！
该说声谢谢的是我们。救命之恩，武
汉永不忘！广大医务工作者用牺牲和
奉献托起生命的方舟，这就是中国温
度。”

军嫂王小清是齐鲁医院麻醉科主管
护师、山东省援鄂医疗队第三批队员。
笔者偶尔与她在微信里交流。她说，有
一位老大爷被收治以来，一直沉默寡言，
对待治疗非常消极。王小清尝试着和他
沟通，可老大爷就是不说话。有一次，她
在给老大爷换药时故意说：“我是第一次
来武汉，武汉真的好美啊，有啥名胜古迹
大爷给介绍一下呗！”老大爷的眼里突然
有了光彩，他说：“我们武汉是九省通衢，
历史名人太多太多，还有樱花、有汉口江
滩的夜景……”说着，老人流下了眼泪。

“大爷您要振作起来，打起精神，好好配
合我们治疗，您会很快好起来的！”王小
清轻声细语地安慰老人。老人擦拭着眼
泪说：“谢谢姑娘，等我好了，请你们吃武
汉正宗的热干面。”

交流中，王小清深情地说：“这次在
抗疫一线，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医患间生
死相托的信任。当看到一个个患者出院
时激动的神情、流泪的笑脸，那是一种来
自心底的颤动，觉得自己还行。”

温暖无处不在，温情四海传递。随
着疫情在全球蔓延，面对伊朗、意大利、
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国家的求助，中国始
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际社会抗击
疫情提供支持和援助，为全球抗疫贡献
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用中国温度温暖世
界！

笔者朋友的女儿杨阳，今年 21岁，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疫情发生
后，她陆续收到来自家乡济南的亲人、
朋友和同学汇去的口罩、消毒液等防
疫用品。杨阳在电话中跟妈妈感慨：

“身在异国他乡，照样能感受到祖国的
温暖！”

3月9日，江汉方舱正式休舱。《真心
英雄》《明天会更好》《大中国》……医疗
队员们聚在一起自发唱起这些充满豪情
的歌曲。多少泪水在这一刻尽情流淌，
多少故事从他们身上涌现。在武汉一线
采访的战友告诉笔者，他连续奋战4天4
夜，写了 8篇稿子。他说：“自己就像打
了鸡血一样，心中有满满的激情和力量，
温暖的词汇伴着一幕幕感人的画面不断
从脑海迸发。自己所能做的，就是把那
些有温度的故事写出来。”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美术馆国家主
题美术创作组以“为抗疫而塑”为主题，
创作出21件作品。其中，《痕》是笔者的
战友、年轻雕塑家谈强创作的又一精品
力作。作品下面有这样一段话：“每一道
痕，是同事死在自己怀里的痛，是送病人
出院时灿烂的笑。每一道痕，就像被祝
福的歌，永远流淌在我们的心田，那是心
中天使最美的模样！”作者把心中炽热的
情感都融入了雕塑创作中。

在四川专家乘坐东航专机飞往意大
利途中，机长播放了一段话：“在你们的
护佑下，家乡人民安全了，你们却不能脱
下战袍，还要继续无畏地逆行，我们机组
成员等着你们的捷报，迎候你们回家！”
温暖的话语，在春日阳光里、在蓝天白云
间久久回荡……

防疫无国界，服务不隔离……点点
滴滴，国内国外，一个个逆行的身影，无
一不是让人倍感温暖的中国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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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在山间，卧成雪
红旗猎猎，展成诗行
留与晨光浸润、诵读与抒情
脸庞，被紫外线留下勋章
肺叶呼号着与山风对歌
越是稀薄的空气
越能透射梦想的光芒
108级台阶，一层层
响彻青春的誓言与担当
在生命的年轮上攀登
用足迹去论证
属于昆仑卫士的荣耀
雪山之上，雾绕云蒸
那是风雪不侵的军人的气概
那是钢浇铁铸的英雄的骄傲

上哨神仙湾
■仇士鹏

将生命用到极限
随时可能成为出膛的子弹
肩上的使命，就是
将所有的标点抹去，终结
在一个圆圆的句号上
无所谓风，也无所谓雨
黑暗是最亲的战友
在不规则的行文中
没有臆想和揣测
从一个惊叹号到另一个惊叹号
一页成功的作业，或被铭记
或者被轻轻地揭去，嘴角
永远都是平淡的

像一张被拉开的弓
箭说，我随时准备出击
——为祖国

特种兵
■其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