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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学习，战斗的学习，展开的
新姿态，光辉耀眼，像火红的榴花，开
放在五月天。”1940年，党中央确定以
马克思生日 5月 5日为“干部学习
节”，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创作了这首
《学习歌》。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
官兵唱着这样的歌向敌人冲锋，利用
战斗间隙，在战壕里、马背上、窑洞里
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种
怎样振奋人心而又充满希望的场景
啊！

平日里，人们常说我们是用“小米
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
战争的伟大胜利。殊不知，这些吃小
米和扛步枪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而
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人，
是具有崇高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的
人。作为这支队伍的最高统帅毛泽
东，更是伟大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他
不仅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深谙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还善于把马克思主
义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抗战期
间完成了史诗般的理论著述。

《毛泽东选集》四卷共收录文章
159篇，成文于延安时期的有 112篇；
《毛泽东军事文集》六卷收录文章
1628篇，撰写于延安时期的多达 938
篇。人们最为熟悉的《论持久战》一
文，就是毛泽东于凤凰山中共中央指
挥部的窑洞里，用8天9夜写就的。这
篇5万余字的雄文，有力地批驳了“亡
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回答了困
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持久
战”的光辉思想。这个发自西北一隅
的铿锵宣言，宛若一盏明灯，照亮了抗
日战争胜利的航程，亦照亮了国人彷
徨的心灵。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对抗战前途的思考、对中华民族
前途命运的思考，并非毛泽东一人，还
有他的许多战友。这种思考又促使他
们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
著，从革命理论中找到回答现实问题
的钥匙。朱德作为八路军的总司令，
在戎马倥偬中带头学习，在首届“干部
学习节”上被评为模范学生，一时传为

佳话。周恩来提议命名“八路军学兵
大队”，取意为学生组成的八路军部
队，学习做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指战
员。刘伯承以战场上攻山头夺阵地的
劲头刻苦学习并翻译苏联大量军事著
作，在给王尔常的信中说：“视‘疑难’
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
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翻开延安时期领导人的著作和党
中央文件，“重视学习”“加强学习”“加
紧学习”“善于学习”等随处可见。毛
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
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随后又提出

“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强调“全
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
个学校”。正是在这种倡导和推动下，
在中央领导同志模范作用的带动下，
全党全军学习蔚然成风。无论是在延
安的窑洞里，还是在抗日的烽火前线，
到处可闻《学习歌》的动人旋律，到处
可见学习竞赛的感人场面。许多老首
长回忆说：“抗战期间战斗间隙的刻苦
学习，对于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
柯。”董必武的诗句，深刻揭示了中国
共产党人的力量之源和中国革命的胜
利之本。在抗日战争中，从经济实力
和军事实力来看，我们远不如日本，在
战场保障和武器装备方面，我们更处
于劣势。但我们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
理论的指引、具有正确的战略策略、具
有人民战争的法宝，因而具备压倒一
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强大精神优
势。特别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处
于劣势的我方通过机遇和努力，使自
己日益强大起来，形成了最终战胜日
本侵略者的强大优势。这个优势就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抗战的科学指导，
就是全民族力量的空前凝聚，就是先
进理论对先进战士品格的塑造——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
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
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
不拔的必胜信念。这是我们攻无不
克、战无不胜的伟大法宝。

我们党是靠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的，我军也是靠先进军事理论指导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抗战时期的延安
有个说法，青年学生到延安学会了

“两法”——辩证法和战法。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每一名党员干部和革
命军人，都应该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
扬抗战时期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武
装的优良传统，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
伐，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促进工作，不断培植我
们的精神家园，从中汲取丰富的政治
营养，从而凝聚起强军兴军的磅礴力
量。

“问学期千载，传薪仰一灯。”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的使命重大而光荣，前进
道路上有重山也有激流，唯有重视学
习、善于学习，唯有学深悟透、知行合
一，方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风吹
不转向、浪打不迷航，在繁重艰巨的任
务面前知苦不叫苦、知难不畏难，努力
形成强于对手的学习优势并转换成练
兵备战、谋战胜战的本领优势，坚决完
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不断书
写人民军队新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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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部队驻地滇南，盛产芒果，
大小营区芒果树随处可见，高的矮的
都有。我是北方人，认不出芒果的品
种，只能用大小区分。

连部旁边有棵芒果树，结的是鸡
蛋大小的芒果，我大学毕业分配下连，
正赶上芒果成熟。熄了灯没一会儿，
就有女兵端了满满一脸盆的芒果来，
说是为我接风。我刚开始以为是女兵
们自己掏钱买来的，不好意思动手
吃。女兵们见状不敢出大声，怕被查
铺查哨的营连干部发现，就都捂着嘴
偷笑，说这里用不着买芒果，用脚朝树
上一踹，芒果就噼里啪啦掉下来了。

也不用刀，徒手剥皮，有女兵给我
做示范。大家坐在地板上，你一个我
一个，芒果个头很小，但味道很好，果
肉又细腻又甜，核又薄又小，每个人吃
得满嘴满手都是芒果汁。脸盆见底
了，留着假小子头的一个小女兵拎起
脸盆起立，低声问道：“排长，再来一
盆？”吓得我赶紧打了个嗝，连连摆
手。我在基层连队待的时间不长，但
对这个画面记忆深刻，尤其是那些说
话做事嘎嘣脆的小女兵，对我这个初
来乍到啥都不懂的新排长如此待见，
很让人感动。

有一个步兵团驻扎在距离师部不
远的山沟沟里，我们新毕业的排长分
下去没几天就在此集训。芒果树是该
团的景观树，一排一排地分列在道路
两旁，正值8月份，挂满了成熟的芒果，
黄黄的，很馋人。

集训队的队长是东北人，爱开玩
笑。刚毕业的我，体能不好，训练坚持
不下来的时候，就按照队长教的“外紧
内松分散注意力”的方法，数路边的芒
果树，一棵、两棵、三棵……别说，效果
还不错，三五公里都能坚持下来。

终于有一天，体能训练完后，看到
诱人的芒果，满头大汗、满脸通红的我
说要去摘点来吃，那么多，再不摘就要
烂掉了。队长一听表情马上严肃起
来，说：“不行不行不行，芒果在你看来
是水果，对部队而言那只是用来观赏
的，不能吃，绝对不能，抓到是要关禁闭
的，关禁闭知道不？”我赶紧点点头。我
刚毕业，部队的规定还没搞懂，被他这
么一说吓得赶紧收回这个念头。结
果，第二天，我的研究生开学通知书就
到了，匆忙收拾好行李打包离开该团
时，看着那些诱人的芒果，我还琢磨，这
些好吃的芒果为什么不让人吃呢……

研究生毕业回来后没多久，我就
被调到师机关，发现师部也有芒果树，
尤其是大礼堂附近那几棵，树高大，结
的果也大。只是在部队待久了才发
现，每到芒果成熟的季节，部队一般都
要外出驻训。人在外，心里还惦记着

院子里的果子——这种心情留守的战
友最懂，趁着芒果刚见黄，就托来回的
战友带两箱子到驻训点。

半熟的芒果闷上几天，黄透了，软
乎了，就能入口了。驻训点一般生活
比较艰苦，水果是抢手货，咬一大口鲜
美的大芒果，内心真是爽透了。吃完
了，给留守的战友打一个电话，只说芒
果还不错，几口就吃完了，连句谢谢也
没有。留守的战友更气人，说哎呀呀，
好可怜，我们在家可是吃都吃不完，芒
果都烂掉了。气得驻训的战友牙根开
始痒痒。

前段时间，集训队队长、就是那个
说偷摘芒果被抓到会关禁闭的排长搬
新家，请几个战友去做客。说起老部队
的那些芒果树时，队长指着我说：“这个
姑娘是真傻啊，我说啥她就信啥。那些
芒果都被大家偷偷摘着吃了，她当时走
得急，还真没吃到芒果，可惜了，那些芒
果真是好吃啊……”看着他陶醉的神
情，我假装生气瞪了他一眼之后，也忍
不住像那些退伍兵一样，努力想追回某
种想得不可得的味道。最后分别的时
候，大家相约，等芒果熟了，再去老部队
看看。当然，看的不止是芒果。

离开老部队有几年了，总会想起
部队大院的芒果，越想越馋。有时候
自己也纳闷，为什么这些个芒果，甭管
是大是小，甭管是吃到嘴里的还是想
在心头的，味道永远都那么好，独一无
二、无可替代……

芒果的味道
■伍会娟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追溯那段
中华儿女用殷红鲜血凝结的艰辛岁
月，回望那段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铸
就的卓绝历程，我们既不能淡忘山河
破碎、生灵涂炭的悲怆和凄楚，更不能
疏略革命先辈奋勇抵抗、勇毅御寇的
英雄情怀。正是依靠中华民族与生俱
来、常砺常新的英雄情怀，毁家纾难的
华夏儿女凝聚起抵御外侮、救亡图存
的共同意志，在血与火的抗争中谱写
了撼天震地、气冲霄汉的壮丽史诗。

蕴含丰沛英雄精神、浓郁英雄情
怀的中国现代红色文学经典，生动展
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大众抗敌
御侮、求变图强的壮阔场景，精彩演绎
了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关头生与
死、存与亡、家与国、义与利的重大时
代命题，是进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
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是传承英雄情
怀、磨砺战斗姿态、激扬抗敌血性的重
要精神源泉。对于包括抗日战争在内

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巨大胜利的状
写、描摹和呈现，红色文学经典塑造的
英雄人物形象大都具有豪迈激昂的悲
壮气概和劲健坚毅的崇高风范，其根
本价值和主要意义在于将英雄情怀彰
显出来、传承下去，淬炼和激发当下国
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感。

红色文学经典以史诗性的历史叙
事，展现了民族独立解放的宏大过程，
律动着激荡人心的英雄情怀。如梁斌
创作的《红旗谱》点绘的是 20世纪 30
年代冀中地区农民反抗压迫的坚韧精
神，杨沫创作的《青春之歌》状绘的是
20世纪30年代北平知识分子和爱国学
生抗敌御寇的不屈形象，刘知侠、刘
流、李英儒和冯德英分别创作的《铁道
游击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
城》《苦菜花》，展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
我党地下组织和敌后游击队用信仰和
忠诚铸就钢铁长城。英雄人物的塑造
和英雄情怀的建构，经过历史长河的
淘洗，构成经典化艺术表达。无论是

《烈火金刚》中豪气勃发、英武神勇的
肖飞，还是《红旗谱》中豪爽仗义、疾恶
如仇的朱老忠；无论是《铁道游击队》
中有胆有识、智勇双全的刘洪，还是
《苦菜花》中善良温情、义薄云天的仁
义嫂，这些形象不仅是有生气的个别
主体，还承载着历史发展的合理要求
与人民大众的美好期许。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英雄情怀是一个民族最为珍视的宝贵
精神遗产。“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
锋。”在对红色文学经典基本内涵、艺
术特质的细微解读和精准把握中涵养
英雄情怀，面对危殆时勇当先锋、面对
重任时甘于奉献、面对挑衅时敢于拔
剑、面对险境时挺身担当，汇聚昂扬向
上的精神力量。

从红色经典中传承英雄情怀
■刘金祥

等我匆匆从部队赶到车站广场，
母亲已瘫坐在包袱上等了好半晌。她
瘦弱得像张旧报纸，身形竟有些随风
颤抖。腿边堆了七八件大大小小的行
李——那是她自个儿一件件连拖带拽
挪出车站的。

说实话，母亲这么大一人，还要求
接站，自己起初是恼火的。可远远望
到母亲狼狈不堪的样子，我的情绪霎
时软了下来，心肠内滚过大片的酸涩。

记得自己提前告诉过母亲，吃穿
用的千万少带，驻地啥都不缺。可母
亲是个倔脾气，偏不听话。坐了 18个
小时的硬座，素来晕车的她果然也晕
火车。可此刻见到我，眼角爬满困倦
的她，眼神却扑闪着异彩。

“妈，你看你——提溜这么多东
西……”我嘀咕着。

“儿子别生气，你的话妈都记着
哩！我……就是没忍住……一收拾就
啥都想带上。”她腼腆地笑着，像个小
孩子般向我憨憨地道歉。

“一路受罪了吧！”我扑打着母亲
裤腿上的灰渍，低声问道。

“没，没！稳当得很！”母亲言语含
笑，脸上的困倦却因过分明媚的笑容
而更明显。

其实，爱子心切的母亲在出发前
一个月就有了盘算。新花椒面啊，酸
菜腊肠啊，鲜笋鱼干啊，甚至还有千层
底布鞋，母亲兴奋地收拾着——这些
个，一样都不能少！

问题随之而来——这七七八八的

行李，可咋装到一起呢？
母亲苦思冥想，得了个好招儿——

扯几块土布床单！摊开床单，装载量
相当可观！将床单4个角一收，捆上结
结实实的疙瘩，搞定！

收拾完一瞅，她傻眼咯，这大包小
包堆成了小山！没奈何——进车站
时，母亲活像个流动的杂货铺，手上拎
着篮子、布袋，肩上扛着箱子、包袱，胳
膊上垂着一前一后的皮包，圆滚滚的
一堆晃荡在胸前。

出站时，母亲又化身行走的小货
车。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头发被汗
水浸透，贴在额上，她也顾不上擦汗，
只顾四处张望找我——没寻到，只能
艰难地挪到出站口。这不，在车站广
场，我发现了引人瞩目的母亲。

来到家属院后，母亲显然没想闲下
来。她要熟悉市场的路线，为长期驻扎
做准备。母亲有严重的高血压，从不敢
骑自行车。可那天，我看到她颤颤巍巍
地蹬起了自行车，到菜市场买水果。

我严厉地和母亲交涉，必须由我
去买菜，恳求她别再费心去喧嚣而拥
挤的菜市场。母亲竟回嘴说，菜市场
烟火气浓，她就是爱去！

我知道，她爱的不是菜市场，她爱
的是我吃到新鲜时蔬的笑容。

次日，天刚蒙蒙亮，母亲又偷偷摸
摸去菜市场了。我那天起了大早，见
到桌上的降压药没吃，就赶紧去菜市
场找母亲。

想到市场最里侧的菜价便宜，我径

直寻去，果然远远看到了母亲。她右手
臂颤颤地在自行车后座上码着菜，挂着
菜篮的左手臂还要挽住车把，防车歪
倒。杂乱的头发分岔在空气中，脖颈里
渗着扎眼的汗珠儿。孤单的身影在烟
尘起伏的菜市场里，显得愈发瘦小，仿
佛光线也在侵蚀着她佝偻的身板。我
赶忙过去撑住车把，母亲显然被吓了
一跳，惊喜又胆怯地说：“你来这儿干
吗……看看，多鲜的西红柿！你不爱
吃嘛，我这次多买了点！”

我发觉，母亲有个“毛病”，只要我
说了哪样菜好吃，她就频繁地煮那道
菜，直到我厌烦了为止。其实她这辈
子，就是拼命把她觉得好的都给我，爱
得毫无保留。

62岁的母亲，常笑说黄土都埋到胸
口了，继而又念叨：“我身体可不能垮，我
垮了，我儿怎么办。”老母九十九，常忧七
十儿。无论我们走到哪儿、历经多少沧
桑，在母亲眼里，我们一直都是孩子，是
永远被保护、被照顾的手心里的宝。

母爱啊，到底有多深？从小便在
思索，于而立之年我才触到答案。

没有什么能衡量母爱，母爱却可
衡量一切。在我们绵延奔流的一生
中，母亲的爱一直都在，无论我们 10
岁、20岁、30岁，还是50岁、70岁……

母亲探亲记
■冯 斌

绿水花仙青青山 天人合一美景怡然
生态雅净蓝蓝天 彩云悠然霞光璀璨
绿水青山润泽金山银山
金山银山辉映绿水青山
魅力中国屹立世界之巅
幸福欢笑回荡百姓心间
绿水青山 金山银山
牵挂成人民领路人真切惦念
初心使命足迹遍布大地山川

碧水蓝天穿云端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绿水青山环金山 中国智慧起锚扬帆
绿水青山仰望金山银山
金山银山涵养绿水青山
普惠天下民众美好期盼
人类命运共赢地球家园
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
中国梦引领华夏神州大变迁
新时代绘制中国特色新画卷

绿水青山 金山银山
（歌词）

■银 军

我怀念军营
因为那时正值我青春的年龄
绿色的军装给我自豪
红色的军旗燃我激情
嘹亮的军号催我奋进
铿锵的军歌激我拼争
像故乡 比故乡更魂牵梦绕
似母校 比母校更怦然心动
每当梦里又回到军营
军人的光荣感便油然而生

我怀念军营
因为它给我爱军习武的启蒙
操场上的摸爬滚打
演习场的越野冲锋
宿营地的野炊露眠
帐篷里的沙盘谈兵
一幕幕在我眼前展现
每个镜头都使我深悟三省
我们多付出一分艰辛和勇敢
人民就多一分幸福和安宁

我怀念军营
因为它孕育了无数典范和英雄
甘洒热血的抗日志士
舍却身家的解放老兵
跨江抗美的英雄儿女
自卫反击的献身弟兄
光辉形象一一在我面前显影
每个故事都生动和发人深省
我虽没上战场流血牺牲
可始终踏着他们的脚步前行

我怀念军营
因为改革强军之火正烈焰升腾
军事科技的突飞猛进
打赢谋略的层出不穷
防疫一线的艰险历练
抗洪前沿的战场练兵
每一个举措都体现为人民的宗旨
每一项进步都显示了信仰的坚定
党指挥枪 军营就是铜墙铁壁
万众一心 军队就能无往不胜

我怀念军营
展望风云变幻更加热血沸腾
虎狼的挑衅妄动

“台独”的分裂噪声
帮凶的狐假虎威
小丑的捣乱折腾
件件都牵动着官兵们的神经
祖国啊 只要您一声号令
我们会重返军营 披挂出征
再次履行一个老兵的初心和使命

怀念军营
■杨玉辰

空降的
有洪水 也有子弟兵
千万里驰援
追星赶月
血肉之躯交锋自然伟力
攥紧的拳头比洪水更大

沙袋扛起无数沉甸甸的呐喊
战士把脊梁也竖作防洪骨架
泥泞如若金甲 逆行捣黄龙
星目剑眉 不破洪魔终不还

七月
人间属于救生衣的火红
在暴雨之下熊熊燃烧
如心跳
亦如人民虔诚的祝福与祈祷
英雄们 请一定平安归来

军装沾满泥浆
■仇士鹏

日

子
（
中
国
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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