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7 月 28 日，清晨，宁夏隆
德县。西北的阳光像金子一般撒在古城
高低错落的建筑上，天空是湛蓝的。七
月的风，不似南方那般燥热，带着些许
清凉，温柔地掠过我的面颊。我和弟、
妹，还有亲属一行，回到了父亲的家
乡，祭奠他，追思他。

车子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六盘山西
麓的北象山进发。前不久的一场大雨，
把上山的路冲刷得沟沟坎坎，在几个
“之”字形的急转弯处，开车的师傅必
须要倒一次车，才能把车重新开上正
路。车子在北象山山腰处停下。父亲陵
墓旁的松柏，是 1984 年栽下的小树，
现在已长成参天大树。山上的植被较之
以往，有了很大的改观。以松柏为主、
山桃为辅的绿色，把盛夏的北象山装点
得郁郁葱葱。

我的父亲李友禄，1918 年 7 月出
生，1933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
军。投身革命的父亲在战争中迅速成长
为一名勇士。入伍后，父亲因骁勇善
战，三个月就任班长，十个月任排长。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父亲身经百余
场大战，负九次重伤，九死而一生。父
亲的左脸颊上一直留着很大的伤疤，那
是在一次冲锋时，父亲挥着驳壳枪，高
喊着：“同志们，跟我冲啊！”一颗子弹
在父亲的口腔中炸开，炸烂了他的脸，
甚至有子弹碎片留在了父亲的颅内，父
亲却神奇地活了下来。1955 年，国防
部签署命令，授予父亲八一勋章、独立
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父亲从来没有向我们炫耀过他的战
功，母亲则一直珍藏着父亲的一个公文
包。直到父亲去世后，我们才在这小小
的公文包里，看到了那些大大小小、各
式各样的奖章、纪念章和勋章。

父亲对自身的名利看得很淡，离休
后坚持回到当时贫穷落后的家乡。父亲
经常下乡，不坐车，不带人，和基层干
部研究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他时常把
自己的离休金用来接济生活困难的百
姓。除了到银川去看病，父亲极少用公
家的车。他常常拖着因负伤而行动不便
的腿，到部队学校，给战士和孩子们讲
革命故事。每年家中院子里种的苹果、
梨和杏子熟了，热心的父亲就把它们送
给老人和孩子。晚年的父亲生活极为朴
素，他穿的衣服经常打着补丁。走在家
乡的大街小巷，不熟悉的人，谁也想不
到，这和蔼的老人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
的战斗英雄。

父亲养育了五个孩子，他们青年时
期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都是各自
工作岗位上的骨干。在他们的成长过程
中，无论上学、就业还是提拔，父亲从
没为此找过熟人或领导。大弟入伍后，
参加了边境作战。战斗打得激烈时，父
亲整晚睡不着，一杯杯地喝酒。那时，
前线有他的战友，他没打一声招呼。战
后，大弟荣立三等功。回家探亲时，父
亲亲自下厨，为他烧了几个菜。

有一年，我探亲结束后返回兵团。
父亲帮我提着行李，一直把我送到车
站。直到车子开动了，父亲还在挥动着
手臂。六盘山的风吹拂着父亲的白发，
我忽然觉得，父亲老了。父亲爱孩子，
不是为他们提供丰厚的物质享受，而是
把融于血液的坚定的人生信仰、英勇无
畏的奋斗精神和高尚的品德，遗传给了
子女们。

1984 年 5 月 14 日，离休后回到家
乡居住的父亲，突发脑溢血，未来得及
见上三个远在外地的孩子，就匆匆离开
了他热爱的家乡和乡亲，离开了聚少离

多的孩子们。追悼会原定在小礼堂举
行，但自发来悼念的干部群众太多，只
好临时改在大礼堂，但还是容不下前来
的人们。父亲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革命
理想，将入党时的誓词真切地化作了毕
生的努力。

风吹过树梢，太阳在绿叶的缝隙
中撒下迷人的金光。我闭上眼睛，仿
佛看见年轻的红军战士、勇敢的八路
军指挥员，挥着短枪，举着大刀，一
次又一次穿云裂帛地高喊着：“同志
们，跟我冲啊！”这句话，父亲一生中
喊了多少次，我不知道。但我知道，
他一生都在冲锋！

7 月 27 日，我们子女还有亲属，
到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瞻仰。纪念
馆海拔 2832 米，车子盘旋而上，一行
人中年龄最小的是妹妹的孙子，只有
11 个月大。小家伙有些晕车，但没有
哭闹，哼哼着、坚持着。也许在他的
血液中，也流淌着曾外祖父的勇敢和
坚强。

快离开这个魂牵梦萦的地方了。我
站在渝河旁眺望六盘山时，突然想起一
句话：“由于他的生存而许多人能够生
存，他的生存便更有意义。”父亲英勇
奋斗了一生，他的生存是有意义的。此
刻，他的家乡已由昔日贫穷落后的古
城，变成国家园林县城。崭新的博物
馆、宽敞的市民广场、鲜花盛开的公园
和两岸杨柳依依的渝河，都在生动地述
说着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变化。

晨曦中，北象山公园传来秦腔高
亢激越的演唱，不是专业胜似专业；
暮色中，广场上乐声欢快，舞者翩
跹，那一招一式，不是表演，而是抒
发，抒发着这个全国文化先进县人民
的幸福和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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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天山
■王发宾

离开军营的日日夜夜

有时望望云 有时摸摸水

思念揉碎了每一个朝夕

就这样 整整半个世纪

思念战友

军营是塑造人生的一座丰碑

那里有凝结着生死的情谊

厚厚的 重于大地

新兵连 一起穿上了军衣

从此 就是一对孪生兄弟

进军天山 列车飞驰茫茫戈壁

开山筑路 战友们

没叫一声苦 没喊一声累

那个难忘的除夕 营区内的几盏灯

被群山挤压得十分神秘

黢黑的夜 我们和星星坐在一起

几个战友举起海拔三千四百米的酒杯

面对长空高吼一声 亚克西

子夜增长了一岁

半个世纪了 我重上天山

寻找军营的往事

天山满含泪水 松柏伸展情思

深深地拥抱 老兵生命中的友谊

秋天，想起家乡
■张子明

目光穿过靶场

抑或是金黄的树林 秋叶

多像游走在上面的心事 起伏不定

喜欢这身绿色的军装

目光所到之处

有一盏灯 投射到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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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分解结合比赛（中国画）
姚秀明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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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战区陆军某防空团阔大严整
的装备库区里，铁甲战车如一头头猛
兽，蛰伏在各自的巢穴中。在东北角
最不起眼的角落，有一间小库房，掌
管钥匙的人叫任广新。说起三级军士
长任广新，团里人人知晓，不过他身
上最鲜明的标签还是那张“黑脸”。
“嘿嘿，任班长，下个月打靶还请多多
关照。”“怎么关照？”任班长一脸严
肃，“真正的敌机会按你的意图飞
吗？”一句话噎得对方哑口无言。

在这个全军首支数字化防空团、
被誉为“防空利剑”的团队，任广新
给自己的定位是“磨刀石”。作为航
模组组长，他带领的小团队专门跟大
伙儿“作对”，研究如何让靶机飞得
更“花哨”、角度更刁钻，想方设法
让导弹和高炮捕不住、瞄不准，迫使
他们钻研新战法。

任广新一向不愁没有对手。2011
年，团里换装，自行高炮实现了雷
达、火控等多位一体，高炮营喜提
“豪车”，一片欢腾。参观新装备时，
任广新也很兴奋，既然装备升了级，
战斗力也得升级，再按以前的老路子
飞显然不合适了。四个月后，试新演
练在众人的期待中拉开了序幕。
“东北方向，敌机两架，右行临

近，准备抗击！”
威武的高炮战车群闻令而动——

搜索、跟踪、导引，一系列动作完成
得干净利索，炮弹上膛，如箭在弦。
忽然，雷达显示屏杂波一片，敌机不
见了！炮手们顿时傻了眼，慌乱中开
始重新搜索，可为时已晚。试新结果
是六门高炮全剃了光头，现场观摩的
领导颇为费解，甚至怀疑新装备有问
题。
“都怪任班长！跟以前的飞法完

全不一样！”失落之余，战友们免不
了抱怨，高炮二连四级军士长句红
卫却陷入了思考。作为战斗骨干，

句班长不仅业务精纯，肯于动脑、
善于钻研也是出了名的。对战斗经
过进行复盘后，他发现，航模架次
批次随机，起飞时间也打乱了，射
界方向不定，还实施了多种高难度
攻击动作，不按既定航路飞，目标
肯 定 容 易 跟 丢 ， 再 次 搜 索 费 时 费
力。真正的战场上，极为短暂的延
误都可能错失战机。句班长钻进新
炮车，对着密密麻麻的旋钮和按键
边琢磨边试验，他坚信，只要狠下
功夫，下次肯定能打败任广新。

不久，部队展开野外驻训，又到
了扣人心弦的实弹射击环节。 6500
米、6000 米、5500 米……靶标越来越
近，句班长下达了准备射击的指令。
就在这时，目标消失了。很显然，任
班长又开始“施法”了。这回可没人
慌乱，各炮运用句班长研究出的“点
迹快速导引目标法”，快捷的操作下，
短短三秒就再次完成了目标锁定。伴
着一阵急促有力的射击声，敌机被打
了个空中开花。
“任班长，老招式不管用了，下次

换个花样吧！”高炮营的兄弟们算是扳
回一局，扬眉吐气的新兵跑去航模组
“叫嚣”开了。

“只要你们敢打，我就敢飞！”任
广新毫不示弱。

2016 年，防空团受命“一站双发
斩双鹰”任务，探索极限条件下单车
双发双目标射击。导弹一连发射站站
长王良主动请缨，带领全站人员热火
朝天地推参数、定方案，颇有志在必
得的势头。当然，大家也专门针对任
广新进行了突发情况的处置演练，以
确保万无一失。

9月的渤海湾畔，略带海腥味的空
气夹带着丝丝凉意，导弹战车里的战
士们已各就其位。实弹射击前十五分
钟，对讲机里清晰地传出：“全连一
等！”气氛立即紧张起来，王良沉着地
下达了第一个指令：“燃机供电！”
“燃机无法正常启动，无法供

电！”操作手急促的报告有如炸雷，所
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驾驶员反
复尝试启动燃机，仍然无济于事。一
心想着如何对付任广新的王良万万没

想到燃机会出问题，此时，各种操作
程序和技术参数都变成了任广新的靶
机，在他脑子里横冲直撞，他深吸一
口气，强迫自己保持冷静。对，取力
发电！一丝光亮闪过眼前，王良果断
下令：“发动战车，取力发电！”驾驶
员迅速执行，成功了！

惊闻燃机出故障的团长赵晓光急
出了一身冷汗。这是团里首次尝试防
空导弹单车双发攻击双目标，导弹操
作手必须在十秒内完成搜索、跟踪和
发射，课目难度前所未有，目前虽说
燃机故障解决了，战士们的作战状态
却已大受影响，这样一来，还能顺利
完成任务吗？指挥组对此产生了担
忧，有人提议，希望团长授意航模组
飞得“轻松”些。
“报告团长，飞轻松些当然好，我

也能轻松些。可航线已经确定，临时
改动就怕‘敌机’不乐意啊！”任广新
一席话的意思其实很明白，那就是不
同意飞得“轻松”，难度不能降低，否
则实战化训练从何谈起？团长赵晓光
咬牙沉吟片刻，定下了决心：赞同任
广新，也相信王良他们。

导弹车上，王良迅速冷静下来。
“站长，任班长这次又会耍什么花样
啊？”操作手们有些担心，燃机“发
难”让他们心有余悸，接下来还得跟
任广新这个劲敌较量。
“集中精力，排除杂念！”王良死

死盯住显示屏，时间仿佛凝固了一
般。“发现目标！”终于，两架靶机从
不同的角度，沿着毫无规律的航线在
捕捉视野内时隐时现。王良会意一
笑，这种飞法最考验防空导弹的临机
捕捉和精确打击能力，幸好他已做足
了功课。
“抗击目标！”站长王良威严下令。
在王良的指挥下，一阵密集的操

作后，两枚导弹同时弹射启程。一枚
完美命中拖靶，另一枚却差点扑空，
不过，最后还是以一道优美的弧线击
中了另一个目标。

成功了！全团上下都沉浸在了
胜利的喜悦中。这次艰难探索为下
一步实战化训练趟开了路子，意义
重大，团长赵晓光提着的心也放了

下来。总有战士反映，每逢射击考
核前夜就会因为“想”任广新而睡
不着觉，可是谁又知道，就是团长
本人也睡不着啊——任广新啊任广
新，这个团里资历最老的士官，酷爱
分析各种战例，研究出一系列神出鬼
没的战术与技术方案，真是一块既让
大家担心又令人欣慰的“磨刀石”。
如果把防空团的综合训练比作方程
式，航模组无疑包揽了大部分变量，
任广新所做的，就是反复研究这些变
量，不断给方程式增加难度。

19年前，任广新怀着对防空兵的
种种遐想走进了军营，却被编入航模
组学习靶机操作，说白了就是陪练，
给射击训练当靶子。可这靶子还真不
好当，入伍整六年后，任广新才迎来
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单飞”。
模拟、调试、试车……尽管每个环节
都经过了上千次练习，满怀期待的他
还是眼睁睁看着靶机起飞不到十秒就
坠毁了。从首飞就惨遭滑铁卢到成为
团里人人发怵的对手，只有任广新自
己最清楚其中的艰辛。航模难度高，
要让靶机顺顺利利飞上天，跑完预定
轨道，谈何容易？既要掌握大量晦涩
难啃的理论，又得具备相当的实践经
验，难为对手的同时，更是在难为自
己。此外，遥控手、遥测手想干好还
得有天赋和悟性，选人也难！

有时，他会偷偷躲进那间库区东
北角的小库房，十多架触目惊心的航
模残骸静卧在支架上。“航模飞行就像
人生，没有彩排，只有直播。”任广新
经常这样提醒自己。别看他演练场上
出尽风头，在他心里，只有加上眼前
这堆残骸，才能拼凑出自己最完整的
军旅历程。

深秋时节，防空团年度实弹战术
演习又一次进入倒计时。伴随着熟悉
的鸣响，一架架航模腾空而起，任广
新默默读秒，观察记录着每组飞行数
据的变化。“记住，我们是防空利剑的
‘磨刀石’。”任广新经常提醒徒弟们，
“我们很重要！陪练也是为了打胜
仗！”这块无情的“磨刀石”、这个最
长情的“陪练者”，就这样继续和战友
们较量着，和自己较量着。

“磨剑”方程式
■艾 蔻 陈 洁

又是一年秋，香山上遍地是红灿
灿的叶子，在阳光的映照下，就像
燃烧起来的一簇簇火焰。我踩在松
软的土地上，仿佛嗅到了林间淡淡
而温润的香气，浸透到肌肤里，然
后蔓延至整个灵魂。站在高处俯瞰
古老的北京城，城市的悠久与繁华
延伸到天边，在清凉的细风中描摹
出岁月的质感。

我捡拾起一片枯叶，目光顺着细
密的脉络流动，流年的痕迹就是这般
琐碎而岑寂。那一刻，我突然有种恍
惚的感觉，好像我穿过重重时光，此
刻的香山已幻化成家乡那座静静耸立
的高峰，承载我逝去的光阴，令我想
到了久违的故土。

那是塞北的秋天，在萧瑟的秋雨
中，我喜欢用手去触碰丝丝的凉意，
觉察那一种别样的宁静和安详。或者
等到天空晴朗的时候，懒洋洋的秋日
悬在高空打着盹儿，我和小伙伴们踢
踏着满地的碎叶，想要在大地上翻腾
起阵阵“浪花”，然后一起追逐天真烂
漫的时光。

那农家质朴的汉子呢？他们此刻
在轰隆的机器声中，忙着一年的收
成。那些用汗水滋养而成的黄豆秧挤
出金灿灿的颗粒，泛着太阳那般炽热
的光芒，映出一番热火朝天的忙碌景
象。房舍的烟囱青烟袅袅，来自黑土
地的大米别有一番香味，弥漫在整条
村路上，激发出男人们劳作的潜力，
而调皮的孩子们正捡拾着散落的豆
粒，塞满小小的衣兜。

我的记忆里还有一片秋日的旷
野，那里有一位孤独的老者坐在田间
地头，像一尊在夕阳下逐渐褪色的雕
塑。他望着远方，似在沉思，又似在
咂摸一段鲜为人知的记忆。有一条棕
色的牧羊犬，安然地趴在老者身旁，
偶尔竖起耳朵聆听秋风里裹挟的杂
音。或许它就这样陪伴着老人，度过
一个又一个寥落的秋天。老者有时也
会望向墨绿的山峦，那里的青松坚守
着远古的承诺，无论季节如何变化，
始终用生命燃烧出不变的绿光，直到
斜阳沉落，陷入夜的幽深。

又是一年秋，我轻轻放下这枚掉
落许久的枯叶。家中的庭院此刻也散
落着这样的叶子吧，有的还在打着旋
飘舞，凝成秋的意味，有的流连在窗
边，瞧着屋子里依偎在一起的老人。
那是我逐渐老去的父母，他们或许正
在捧着孩子的相册，笑着谈论儿女小
时候的顽皮，稀疏的白发晕染着生命
不可承受之重——父母耗费了大半辈
子的心血，就像一棵树掉落下青葱的
叶子，那些叶子又静静消融在树根旁
的泥土里，变成养料，等到来年春
天，让身旁的小树有足够的营养茁壮
成长……思绪飘回到香山，我的眼眶
不自觉有些湿润。林间淡淡的香味，
有着浸润灵魂的自然力量，让人找到
自我的本真。

故乡的秋，在遥远的彼岸，在我
深沉的记忆里。穿上军装已有十载，每
逢落叶纷飞，在营区的道路上刻画出秋
的印痕，我总会忍不住抚摸路旁的老
树。沟壑纵横般坚厚粗糙的树皮纹理，
承载了多少关于秋天的记忆，在铁打的
营盘里看见了多少官兵远去的背影。
落叶有情，老树扎根，凝成军营院落里
最美的意象，亦有着如故乡的秋那般让
人眷恋的深情。

故乡的秋
■夏董财

站在队列里 英姿勃发

青春年少的脸上 生长青铜的颜色

夜深时 想起家乡和亲人

问候与牵挂 搁浅在遥远的路途

如果看得够远 透过金黄的叶子

会看到远方的家

有一个人 正站在家门口

把翘盼 托付给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