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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很久以来，这句名言被当成励志的警
句。当没当上将军，往往成为一个军人
成功的标志。其实，我们曲解了这句名
言的原意。查遍中外史书，拿破仑这句
话翻译过来，那就是：“每个士兵背包里
都应该装有元帅的权杖”。

很显然，那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是意译过来的，而意译的
结果，专家认为，它已经没有拿破仑原
话的内涵。正确理解拿破仑的这句格
言，那是要求每一个士兵都应该胸中
有全局，尽可能想到统帅在特定战场
在想什么，只有如此才可能在战场上
上下一盘棋，形成整体战力与合力。

拿破仑用一句话来鼓励每一个上战
场的军人，都要有大格局、要有将军思维，
不是要每一个人都一定去当将军、当元
帅。因为古往今来，任何一场战争，都需
要领兵统帅运筹帷幄，决战决胜。但拿破
仑心里完全明白，不论仗怎么打，决定战
争胜负的关键，除了将军运筹决断，最终
还是要每一个冲锋在第一线的士兵去完
成，靠那些师团营连长们战斗力的协调发
挥。由此可以推断：那些不想当将军的士
兵未必不是一个好士兵。这已经被无数
个铁的事实所证明了。

我们军队历来有个让职让衔的好传
统，举一个高层的例子，比如粟裕将军，善
谋略、懂用兵，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帅才
之一。但是授衔时因名额限制，党中央毛
主席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粟裕只授了大
将军衔，但军衔问题并没有影响对粟裕的
历史评价。粟裕大将依然被称为具有元
帅天赋的、高风亮节的军事家。这讲的是

党和国家方面的通盘考虑，也有老一辈革
命家在荣誉面前表现出的可贵品格，这历
来都是我军的好传统。

有些做梦都想当将军的人，也许只
知道当将军的荣耀，但未必知道当将军
的使命和责任。

何谓将军？或决胜千里之外，或运
筹帷幄之中，或披坚执锐率师征战。一
句话，将军的荣光是需要用生命和热血
去拼搏的。我们那些南征北战的开国元
勋们，哪一个没有经过九死一生的战火
考验，哪一个身上没有战伤枪伤刀伤。
我们的毛泽东主席虽然平生不摸枪，却
运筹帷幄，成为敌人为之胆寒的军事大
家，他指挥的四渡赤水、三大战役至今都
被美国西点军校引为世界经典战例。

前段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换
了人间》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毛泽东在进
城前告诫全党说：“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
部，什么时候能摆脱家族小圈圈小视野，
到那时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大有希
望了。”所以他身体力行，在抗美援朝时率
先把长子送到一线最后为国捐躯，所以他
从来不为个人小家谋半分私利，全家牺牲
六位亲人，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

老一辈的元勋们，用生命和鲜血赢
得人民的怀念和尊重。今天，我们在现
代化战争条件下，要想得到老一辈那样
的光荣，就要努力创造新的辉煌，就要
用我们自己的不懈奋斗，以老一辈为榜
样，在现代化战争中克敌制胜，为捍卫
国家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安全做出贡
献，这是历史赋予新一代的光荣使命。
是将军的要尽职尽责，领好兵、打好
仗。不是将军的也要立足本职、胸怀大
局，像拿破仑说的那样，哪怕你是一个
炮手，一个坦克驾驶员，一个持枪冲锋
的士兵，心里都要有“元帅的权杖”。这
个权杖就是国家，就是军队，就是我们
伟大人民的嘱托和厚望。

元帅的权杖
■陈先义

一

在戈壁滩最冷的日子里，寒风裹挟
着霜和沙，不断发出怒吼声，对阵地上
的帐篷进行着一轮轮的肆虐。
“班长，我冷。”虽然盖了两床被子，

但发射二营列兵张琦还是被冻醒了。
刚下岗回到帐篷的班长刘超，脱下身上
的迷彩大衣，轻轻盖到张琦身上。墙上
温度计显示：-32℃。

冷，已是这个驻训场上最寻常不过
的遭遇。

戈壁滩的风不像平原上的风，很硬，
有天夜里刮起大风，吹得帐篷东倒西歪，
小一点的岗亭帐篷甚至被连根拔起。突
然，帐篷内炭火炉的烟囱管道随着剧烈
摆动险些滑落，太危险了！帐篷内一旦
充满一氧化碳，就会出现人员中毒情
况。几个人赶紧将烟囱固定。“有炉子不
安全，没炉子冻得睡不着！”随后，所有烟
囱都用扎带和螺丝死死固定在火炉上。
“坐拥红炉尚怯寒，边城况是铁衣

单。营中午夜犹传箭，马上通宵不解
鞍。”这句描述将士冒着严寒前线抗敌、
毫不懈怠的明代诗句，正是官兵们如今
在塞北高原上冬训生活的真实写照。

驻训宿营区，有一群人醒得比黎明
还早。为了让大家一回营区就吃上热饭，
部队动身前，炊事班四级军士长李志立就
带人准备饭菜了。寒冷对伙食保障工作
是最大的挑战。水囊装满水，不到两个小
时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冰块，炊事员敲冰作
业，生火做饭，动作麻利。“卫生队很体贴，
给我们配发了冻疮膏和护手霜，但做饭免
不了要沾水。”炊事班长李志立拍了拍生
满冻疮的双手，轻描淡写地说。

置身恶劣环境，有一个个想不到的
天然课目，逼着官兵们不断啃下硬骨
头。有天傍晚车队行进途中，遇到一个
牧民牵着十几匹骆驼，随行的驴车上载
满了大小形状不一的石头，由于路窄，

车队距驴车不到一米。突然，驴车上的
多块巨石滚落，击中了液压油箱和液压
控制舱旁的柴油滤芯，发射车行驶不到
一百米被迫熄火，这让高级修理技师、
三级军士长冯大伟急得直冒汗。当时
天色将黑，抢修完成时已近凌晨。

沙漠里最宝贵的当然是水。每天
他们从 20公里外的镇上拉 4车水，除了
饮用水，洗菜的水要倒进水囊，沉淀一
下用来洗漱、洗衣服，官兵们要好多天
才能洗上一次澡。

在雪冷血热的练兵场上，无论天气
多寒冷，条件多恶劣，战斗标准不降、战
斗精神不减，官兵在踏冰卧雪中突破冬
季驻训演练禁区，高标准完成一项项冬
训任务，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真不愧
是敢于担当的汉子。

二

帐篷边上，干巴巴的骆驼刺在寒风
中抖动，周围一片墨黑。大门岗哨手持
钢枪，目光如炬，面罩上结满了冰霜，只
露出嘴巴和眼睛。
“嘟嘟嘟……”沉浸在睡梦中的官兵

被哨音惊醒，迅速起床，穿戴装具、装载
物资。一时间，人车齐动，车队宛如钢铁
长龙，一路破风而行，疾驰于大漠深处。

寒夜急行军。热汗渗出迷彩服，又
结成白霜贴住背囊。不知是谁亮了一
下手电，随即传来“立即关闭”的命令。
坡陡路滑，寂静中只听见寒风在耳旁呼
号，战士们神经紧绷。

在天寒地冻中火热练兵，在漫天风
沙中顽强战斗，是最令人震撼的现实体
验。天气冷到极限，车辆装备的性能达
到极限，人的体能也达到极限，在这场
人与自然的较量中，说到底，拼的就是
战斗力的极限值。在这里，人员健康、
车辆装备的运转等都不同程度受到极
端天气的影响。车辆行进途中“趴窝”
现象偶有发生；上士邓小宁是主要操作
号手，为了实现精准操作，他双手已“冒
出”十几个冻疮；由于天气寒冷，得了感
冒的中士满开龙一个月才治愈……

戈壁上一旦起风便无遮无拦，那场
不期而至的沙尘暴令所有人记忆犹新。
一股“黄毛风”呼啸着渐成旋涡，没有方向
的肆虐着，把黄沙枯草抛上天空，摇曳着
所能触及的一切，帐篷被撕打得“啪啪”作
响，蓝天在席卷下变成了暴怒的土黄色，
如置身世界混沌之初。风沙无孔不入，钢

结构搭建的临时车库伪装网被刮得张牙
舞爪。战壕内，不知是谁全副武装出来查
看风势，刚一露头帽子直接被掀翻。

沙尘暴过后，还有些许沙砾在余风
作用下拍打在脸上，呼吸里都是尘土
味。官兵们从掩体爬出，宛如一群“泥
俑”，扯下面罩，掸去褶皱里的沙粒，来
不及整顿休息又列队行进，裹挟一身尘
烟继续投入战斗。风尘未定时车辆已
发动，从营区鱼贯而出，奔赴指定地域
进行多波次火力打击演练，战车隆隆逐
渐远去，那是风的感觉……

生活中的战士们是可爱纯真的。20
公里拉练结束后，大家原地休息。不一
会儿，上等兵陈万江从远处跑来，脸上洋
溢着惊喜，“班长，我发现了梭梭树！”耐
不住他的拉扯，我随他前去一探究竟。

眼前这片梭梭树，和沙土地融成一
个颜色，虽然个个身高不足 30厘米，却
挺拔有力。一行行沙坑纵横有别，整齐
排列，就像远处的官兵一样，也站成了
一支队伍。陈万江告诉我，梭梭树生长
极快，来年开春，这片梭梭树蕴藏的绿
色能量就会喷涌而出，长成一株株粗壮
的“沙漠先锋”。

这世上最好的故事往往是意料之
外，又在情理之中。多少人每天坚持低碳
的生活方式，用支付宝每天收取绿色能
量，历尽千辛万苦才攒下一棵梭梭树，期
盼它能够带着自己的美好祝愿防风固沙，
改善环境。我们拉练的地方，恰好是“蚂
蚁森林”的所在地，谁也没想到能亲眼见
到自己在手机上点击的那棵小树苗，一时
间，竟有种网络照进现实的感觉。

站在梭梭树林中，一种壮怀激烈的
豪情突然袭来。无论何时何地都坚守
在岗位上的官兵，正如梭梭树一样在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经受着身体和精神上
的种种考验，但他们的意志从未改变。
不需要甘霖浇灌，不需要沃野良田，把
他们撒在哪儿，他们就在哪儿扎根，昂
然翘首、不屈不挠。虽然他们的身影很
平凡，但他们却拥有一颗伟大的心。

三

入夜，熄灯。发射车司机、四级军士
长刘超披上大衣来到帐篷外，神色凝
重。此时，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
感。由于战场转换频繁，所有发射单元
连续两个月纵横驰骋在戈壁大漠，累计
行程近两万公里。这不仅是对装备性能

的检验，更是对司机的身体素质和驾驶
技术的考验。就在白天，刘超驾驶的发
射单元险些陷进路边沙窝，刘超对自己
要求极为严格，这个险情让他不断反思
出现闪失的原因症结。他走进车库，在
发射车旁来回踱步，足足一个小时。到
现在也没有人知道那晚他在想什么，只
知道后来在距离任务结束的 50多天里，
他驾驶的发射车再没出现过一点问题。

进驻场区多少天，就会战斗多少
天。他们不仅与自然环境斗，还要随时
应对蓝军袭扰。多套发射单元战斗足
迹清晰可见：连续 19次进行火力突击，
23次转换发射阵地，应对“小股敌特袭
扰”15次、防范“红外侦察监视”8次……
一连串数字记录着官兵经受恶劣自然
环境和复杂战场环境的重重考验。

霜尘飞落处，兵车赴战疾。回顾整
个任务的战斗历程，令人不禁慨叹，官兵
顶风冒雪鏖战大漠戈壁：全野外无依托
吊装转载、冰雪路面长距离机动、低温微
光条件下缩时操作……冬季实战化演练
一项项纪录被刷新，一个个禁区被突破！

首长来视察的时候说：“你们用一
往无前的意志打了个胜仗！”当走在队
伍里，你能明显感觉到，大家心里都铆
着一股劲儿——一股“不破楼兰终不
还”的劲儿。越往前走，越难；越难，越
往前走。

近距离看见导弹发射是幸运的，
150米的距离，眼前的庞然巨物缓缓竖
起，发射班按流程一令一动，“5、4、3、2、
1，点火！”随着号令下达，雷霆般的轰鸣
声响起，导弹裹挟着烈焰拔地而起直刺
苍穹。发射带来的冲击波和震撼感，令
人不禁张大了嘴巴。

经过一轮波次转换，导弹转载，立即
实施第二次火力打击，但这一次并没有那
么顺利。原来指挥组临时抬高任务门槛：
电磁干扰、接替指挥、缩时发射……发射
单元从容应对，准时发射，神剑再度飞天，
数分钟后捷报传来，导弹精准摧毁靶标。
狂飙起塞北，弓马映斜阳。发射完导弹的
车队依次跟进行驶，在夕阳映照下整齐列
阵返回待机地域，卷起漫天尘烟。

沐浴风沙，踏遍戈壁，昔日古战场，
传奇满天涯。车队远去，英雄回营，夕
阳斜洒在戈壁滩上，映照无尽梦想。那
画面太美，一辈子难忘。因从事不同岗
位，我们离操作导弹越来越远，但心却
离导弹越来越近……

塞北英雄
■董岸松

洛带这个地方，就在成都市的东北
不远处。据说那里曾经是客家人的祖
居地，所以几乎每年都举行盛大的客家
人恳亲大会。去年恳亲会召开的时候，
我正好在成都出差，于是跟着几个朋友
跑到洛带去凑热闹。

洛带其实是个古镇。这天，来自全
国甚至包括从世界各地赶回来的客家
人，浩浩荡荡地前来寻根问祖。洛带镇
的大道上，人们络绎不绝，像个超大超
热闹的集市。大家或参观祠堂中的客
家历史展，或听土楼戏台上的客家山
歌。每个观光客的脖子上，还都被围上
了一条鲜艳的黄丝巾，放眼望去，一片
金灿灿的煞是好看。随后，一个必须要
有的“节目”就是参观洛带古镇。

洛带古镇，中间只有一条大道，街
道两边的民居都是高屋飞檐，古香古
色，如今都成了鳞次栉比的店铺。卖民
间工艺品的，卖玉石蜡染的，卖民俗小
吃的，卖古玩字画的，吃穿玩用，一应俱
全。我的朋友们兴趣广泛，都各自扎进
小铺寻找各自的兴奋点，大家很快就走
散了。我没长“鉴宝”的慧眼，又没收纳

山河的胃口，就跟在后面慢慢溜达，欣
赏着雕梁画栋的古建筑……

忽然，在一个小街口，我看见一位
老婆婆，她个子很矮，大概连一米五都
不到，缩在街的拐角处，手里举着一大
捧树枝样的东西，时不时朝路边人晃
晃。那些树枝上，结着一团团红色果
实，颜色鲜艳。我被这团亮丽吸引，禁
不住走过去问：“这是什么？”

老婆婆抬头看看我，说了三个字，我
却是一个字也没听懂。只见她把手里的
枝枝丫丫伸到我面前，才看清那些干干
的树枝上面，结满了亮晶晶的小红豆，像
相思豆那么大，却几乎是透明的，正正的
大红色，没有相思豆的那一半黑色。
“可以吃吗？”我又问。老婆婆没说

话，只是把红豆举着点点头。
树枝显然是某种灌木，上面有刺。我

小心摘下一粒红彤彤的浆果放到嘴里，酸
甜儿。但我还是不知这是什么，于是又
问。老婆婆声音不大，还是用那种不知是

何方方言重复了若干遍，我却无法把她这
古怪的声音和我知道的任何词汇联系起
来。没办法，我向周围人求助。旁边一个
小吃店，一个正在锅里煮什么东西的男子，
三十多岁胖胖的样子，显然是那个小店的
店主。他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我能听懂的
成都普通话：“这是酒槟榔。”“酒槟榔，能吃
吗？”我问。“可以泡酒喝。”“买了吧。”老婆婆
的这句话我听懂了：“我要赶车。”她的小小
的身子，在傍晚的风中有些发抖。这里天
黑得真早，才4点，暮色竟已经飘上来了。
“多少钱？”
老婆婆颤颤地伸出了五个手指头。
“五块？”我问。“五毛。”看着她满脸的

风霜和期望的眼神，我心里忽然有些紧。
这东西我不想买，可是一个这么瘦弱的老
人在这蹲了半天就想卖五毛钱，让我不忍
拒绝。我打开钱包，零钱里只有一块钱的
纸币。我拿了一张给她，说：“不要找了，
快去赶车吧。”老婆婆拿着钱愣在那，不知
所措的样子。小店男子对她解释了几句，

终于让她明白不用找钱可以走时，我看见
她浑浊的眼里浮上了几许湿润，嘴里喃喃
地发出一串不知所以的音节。通过小店
男人的“翻译”，我终于知道她说的是：“好
人啊。”她举着手指努力说着，我点点头表
示懂了：“不必不必，别说了，您快走吧！”
我已经注意到周围围了不少人，赶紧闪
了。当然我要这么一大捆酒槟榔实在没
用，我把它留在小吃店的柜台上，自己挑
了一小枝挥舞着走了。

在镇口，我们这伙人汇合的时候，有
人不知我拿的什么，就过来问。我说这
是酒槟榔，还有些感动地简述了酒槟榔
的来历。结果一位来自云南的老兄说，
什么酒槟榔，在云南这果子叫救兵粮，我
们那满山遍野都是。我说，救兵粮？这
两个词真是很相像啊！云南的老兄又
说，传说红军长征时没有粮食，靠吃这个
充饥，所以就叫救兵粮。这里山上也多
得很，是没人要的野果，一摘一大把。五
毛钱也没人要。我忽然无语。我想象着
那个白发苍苍的瘦小的老婆婆，一早起
来从山上摘了这酒槟榔，也许叫救兵粮，
然后走到这镇上熬一天，也是很辛苦的
劳动啊，我付一块钱也真的不冤。

而且，不知为什么，我很固执地相
信，她的酒槟榔里一定隐藏着什么故
事。说不定，那一年那个月，红军也经
过了她的家乡呢。

救兵粮
■余义林

我不觉得窥探有什么不好，有时候

这个概念还很庄严

我请四山为此作证

臂膀相挽的四山几乎哭泣，这是

激动所至

也请喜泣中的雨与云朵外面的鹰

为此作证，请风

为此作证

大地已经闭上所有的眼睛

只睁开一只独眼

我现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中国要代表一颗星球，窥探所有

别的星球的隐私

中国躲在贵州的门缝后面

中国天眼
■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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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落地太原

驱车进入太岳腹地

在战争七十年后

悄然出现

我从没怀疑过自己的血液澎湃

我没有战争的记忆

生来似乎就是一个兵

或指挥兵的将军

知道沟壑和峪口的引导

在捻灭一支烟时

空中喷出硝烟和血红的光

覆盖那个激烈战斗的日子

而我在重温这个日子

并想象着在这一天

应征入伍

太行战场
■王学芯

你是被春天梳理得一丝不乱的田园

软软的风，湿湿的雨，黄黄的菜花

还有那桃红与李白

都被纤腰的蜜蜂

织缀在山青水绿的苗绣

你是被苟坝人梳理得一缕不乱的历史

娄山关在望，长征路依然，赤水河奔涌

遵义会议楼鸡群鹤立

一切都被喀斯特地貌镌刻深深

草还是绿绿，竹还是青青

仿佛没有过炎夏、凉秋、寒冬的摧残

这里永远是世外的桃园

鸡仍在鸣着，犬依旧吠着

仿佛不知剥削、压迫、贫愚曾肆虐

这里自古是人间的仙境

漫漫古道

如泣如诉那血与火的岁月

乍暖还寒

警醒追求与坚守的艰难备至

旧馆老墙

让往事并不如烟

你是被新时代装点得温馨美丽的现实

猎猎旗红，琅琅书声

不再是敌军宵遁、炮声惊天

轿车奔驰，精舍春笋

再没有哀鸿遍野、满目疮痍

苟坝向未来从头越

苟坝随想
■白庚胜

中国把瞳孔放大到三十个足球场

那么大

说真的，躲在门缝后面的动作

也可以如此庄严

请四山帮助我，记住这些

有意义的名词

五百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东经106.5度，北纬25.4度

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大涵窝

启用日期：2016年9月25日

也有诙谐一刻

深夜，一只猫头鹰滑过镜面

试图冒充外星生命

这一玩笑，是紧张窥探中的茶歇

也有外界疑惑

能看见过去的历史吗

外星人会发现地球开始窥探了吗

门票五十元一张这么便宜啊

五十元，我与无数有兴趣前来

窥探的人们

细细窥探着，专业窥探者的窥探

此刻，我用掌心蒙住一只眼睛

让另一只眼睛，睁成贵州

此刻，所有的鸟群、云彩、风

和彩虹，都按计划让开

让我窥探天堂的门环

以及那门环后面的

我所有的先人，以及，我本人

所有过去与未来的秘密

我用三十个足球场的面积

安放它们

五十元，我窥探到了

一个国家的前景，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任何猫头鹰也难以干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