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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俱乐部是官兵课余学习、休闲娱乐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观察基层文化生活的窗口。这些年，随着全社会文化生活水

平的整体提高，连队俱乐部的面貌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俱乐部里既有新添置的时尚装备，也珍藏保留着许多历久弥新的“传

家宝”。这些“传家宝”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官兵文娱生活的变化，见证着战友间情感的传递，也见证着连队精神的传承。

本期《快乐广角》，我们推出一个新的专栏《俱乐部里的“传家宝”》，一起听听这些“传家宝”背后的故事。 —编 者

开栏的话

走进第 74集团军某防空旅指挥通
信连俱乐部，一摞皱巴巴的本子陈列
在柜子里最显眼的位置。这是十几本
特殊的“数独本”，它们是连队所有报
话兵的“心肝宝贝”。

翻开这些“数独本”，里面写满串
串数字，与普通的“数独”游戏不
同，这串串数字里暗含的是句句密
语。这些密语就是报话兵的武器，报
话兵们在战场上要把指挥员的指令在
明密文之间快速转换，为战场命令的
传达保驾护航。

这一摞发黄的“数独本”是由连
队不同时期的报话班班长汇编的，已
有 20 多年历史。从它诞生的那天起，
就成为连队一茬茬报话兵寓教于乐的
必备教材。
“老规矩，比一比，一分钟内看谁

报得多。”刚入伍不到一年的报话兵刘
宝康和班长李涵隆正围着面前一本发
黄的“数独本”比赛。俱乐部里的空

气变得很安静，“2111，3221……”对
着任意组合的汉字、数字，两名报话
员有节奏地报出一串串数字。“时间
到！”80比 78，刘宝康以两个单字的微
弱劣势输给了班长。
“刚才失误了，再来，再来！”刘

宝康再次发起挑战。
“你先把俯卧撑做了再说！”李班

长的回答引起围观战友们的笑声。
“过去为了背记密语表，我们需要

耗费大量时间，而且记忆效果不好。”
李班长介绍说，“后来有一位叫张立东
的老班长制作了第一本‘数独本’，他
借鉴数独游戏的方式，让大家在游戏
中牢固记住了密语。从此，‘数独本’
就成为我们报话兵的传统游戏保留下
来。”

翻开其中一本“数独本”，一些被
岁月磨得不那么清晰的批注笔记，仿
佛穿越时空，诉说着一代代报话战士
的奋斗故事。

夜已深，俱乐部里的灯还亮着，
班长姜维杰正在奋笔疾书。他从柜子
里拿出一本“数独本”，正在制作新的
“数独”。

“这些都是咱们连队的‘传家
宝’，这一串串数字记录着连队辉煌的
历史。”姜维杰一页一页翻着说。连队
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985 年，34 年来，
连队的番号几经变化，官兵换了一茬
又一茬，“数独本”一直默默地记录和
见证着连队的成长。
“翻开这些‘数独本’，你能从中

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姜班长抽出一本
封皮陈旧的“数独本”，动情地说，
“这是 1997-1999 年的‘数独本’，记
录了战士们艰苦卓绝的抗洪救灾工
作。”他快速拼出并翻译了里面的一段
话：灾区险情严重，洪水迅猛，部分
伤员伤口感染，身体出现不适，请求
一批特效药品……

从直属队到指挥通信连，从单
纯保障分队到全训建制连队，折射
出保障力与战斗力相融合的深刻转
变，开启了基层保障分队的转型重
塑之旅。
“说起‘数独本’，去年可是立了

大功！”姜班长的脸上充满了自豪。
去年酷夏，部队参加实兵对抗演

习。部队刚刚展开行动，就接到报

告，部队行踪暴露，电台通信被蓝军
监听。远处的大功率电磁干扰器也突
然启动，各种电磁信号在空中纵横交
错。

在嘈杂的环境下，微弱的电台信
号根本无法辨清，部队密文急需更
换。“这可怎么办？”突发情况打了指
挥员们一个措手不及。
“交给我们！”四级军士长陈进城

向连长报告后，立刻对着电台说了句
密语。分散在各点位的报话员一听密
语，迅速调整电台频率。不到 2 分
钟，指挥所的指令已经通过新的密文
下发，部队成功完成进驻就打的任
务。
“平时游戏用的‘数独本’竟在战

场上帮了大忙！”上等兵康健感慨道，
“老班长留下的‘数独本’让我们学会
了随机应变。”

作为新型作战保障力量，指挥通
信连官兵如何在未来战场打胜仗？陈
进城用密语在“数独本”上写下了这
句话：“通信保障是岗位，更是战
位 ， 只 有 军 事 过 硬 ， 才 能 不 辱 使
命。”

特殊的“数独本”
■陈晓鹏 卢锦涛

俱乐部里的“传家宝”

艺 境

我喜欢品读散文诗，是因为它蕴涵
着散文与诗歌的双重美。作为一种边
缘文学体裁，散文诗似乎从来没有进入
过主流文学领地，却像文学百花园的一
束奇葩，在灯火阑珊处闪烁着美的光
泽。很多中外文学大家，将散文诗作为
一种创作补充，来抒发人生的情感和对
美的理解。像屠格涅夫的《麻雀》、高尔
基的《海燕》、惠特曼的《草叶集》、泰戈
尔的《飞鸟集》、鲁迅的《野草》、冰心的
《一朵白蔷薇》、柯蓝的《早霞短笛》、郭
风的《叶笛集》……都堪称散文诗经
典。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
散文诗的意境美、画境美和语言美融于
一体，发挥到了极致。

如此散文诗经典，我在大学期间不
止一次读过，至今仍能留下深深印记，
时时回味，都是美的享受。散文诗的意
境源于诗歌的想象和散文的写实。俄
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就非常美，且
富有哲理。他对生活、爱情、友谊、大自
然的感受，所碰撞的思想火花，用散文
诗的形式呈现出来，美得动人。他在
《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中写道：“很
久很久以前，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读过
一首诗。它很快就被我忘了……可是，
诗的第一行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蔷薇
花，多美丽，多鲜艳…… ”这章散文诗
通过回忆一首诗的阅读，来回味岁月流
逝的美丽与失落。诗中那个梦幻的姑
娘“默默地凝视着天空，好像在等待第
一批星星的闪现。”而那个现实的“我”，
面对纯洁和温柔，心跳得厉害，却“不敢
和她说话”。诗化语言与倾情素描，把
梦幻的美丽与现实的痛楚融于一体。
品读中，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散文诗的意境美，应像绚丽的报春
花，在生命的原野上，敞开心扉，阅尽春
色。写散文诗凭的是一种对美的追求，
用手中的彩笔勾勒色彩纷呈的大千世
界，展现曼妙的人生风景。《雪》取自鲁
迅散文诗集《野草》。他笔下的江南雪
景充溢着幻美的奇异和春天的萌动。
“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
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
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雪野的色彩除
了雪白，还涵盖了血红、隐青、深黄、冷
绿，他甚至感到了春的呼唤，“仿佛看见
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
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这种
用想象营造出来的意境之美，有色彩，
有声音，读了让人陶醉。

散文诗的意境美，应像优美的圆舞
曲那般迷人，在人生大舞台，倾情旋转，
一路潇洒。散文诗凭借的是作者对生
活的眷恋，用渴望美的目光，衡量人生，
凝眸未来，是用心血绽开生命的花朵。
像冰心的《一朵白蔷薇》，她独立河边，
朦胧中“只觉得眼前竟是花的世界。中
间杂着几朵白蔷薇”。像柯蓝的《雪》，
他在雪花飘飞时，看到的是“雪花呵，我
看你有一颗心：有一颗把一切黑暗变白
的心。有一颗把一切不平都填平的

心。有一颗把一切都包藏在你怀里的
心”。这也是现实与想象中美的意境。

散文诗似乎更像文学领域的轻骑
兵，在文学的旷野上驰骋。犹如绘画艺
术的素描，简洁而凝练，却能勾勒出散
文诗独有的画境美。《草叶集》是美国作
家惠特曼的散文诗集，它以最普通、富
有生命力的草叶为题，象征美好的人与
事物，形象而生动。他写一棵栎树，“它
独自屹立着，树枝上垂着苔藓，没有任
何伴侣，它在那儿长着，迸发出暗绿色
的欢乐的树叶”，让读者欣赏到栎树的
姿态、形状和颜色。

品读散文诗，在领略意境美和画境
美的同时，也会沉醉于语言美之中。读
高尔基的《海燕》，“海燕叫喊着，飞翔
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
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可以领略到文
字冲击力所带来的语言美。读泰戈尔
的《飞鸟集》，“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
了泪，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可以感
悟到文字蕴涵想象力的语言美。

品读散文诗是一种美的享受。当
然，创作散文诗也当如此。我曾在我
的散文诗集《爱的雨巷》后记留下这样
的话：“写散文诗凭的是一种淡泊的心
境，犹如诗海泛舟，谛听轻风流水，雨
打芭蕉，观望一海星月，潮起潮落；写
散文诗凭的是一种如痴如醉的激情，
走出爱的雨巷，无悔泅渡人生，跳出寻
梦之舟，闯荡生命诱惑。”想想看，是不
是这个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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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海南，热浪滚滚。在武警海南
总队首届军人运动会现场，一场负重组
合练习比武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杨万全加油！”“胡宗卓加把劲！”

刚走进比武场，欢呼声就不绝于耳。
经过层层比拼，来自儋州支队的杨万

全和胡宗卓成为该课目的夺冠热门选手，
他俩的同台较量吸引了不少战友观战。
“选手就位——比武开始！”计时开

始后，选手们将摆放在出发线的医药箱
扛上肩头，迅速向50米外的转换点跑去。
“加油……”呐喊声中，杨万全率先

到达转换点。他轻轻将医药箱放在规
定区域内，转身抓起子弹箱向终点冲
刺。紧随其后的胡宗卓明显有些着急，
他顺手将医药箱摔进规定区域后奋力

追赶。
最终，杨万全、胡宗卓分获负重组

合练习比武的冠亚军。
正当两人欢庆胜利时，裁判员却意外

宣布：“胡宗卓在比赛中犯规，成绩作废！”
“凭什么判我犯规？”胡宗卓有些不服

气。查看录像回放时发现，他在负重转换

点为抢时间，将医药箱重重摔在地上。
“规则中没有明确规定，摔药箱犯

不犯规？”这成为了官兵争论的焦点。
“医药箱里装的是战场急需药品，

摔药箱反映出参赛官兵实战意识淡
薄。”裁判员李庆丰一针见血地指出问
题所在，“我们的比武竞赛，只有突出实
战标准，才能真正检验出参赛选手的军
事技能和战斗素养。”
“是啊，要是在战场上，打碎药品，受

伤的战友可能因此丧命。”仔细琢磨后，大
家的认识清晰了，一致认可评判结果。胡
宗卓也为自己的失误懊悔不已。

丢了奖牌 立起标准
■雷 辙

津津乐道

近日，武警甘肃总队

酒泉支队在野外驻训地

组 织 了 一 场“ 烧 烤 晚

会 ”，丰 富 官 兵 训 练 生

活。“班长，快来尝尝我

烤的羊腿……”该支队机

动 一 中 队 战 士 武 振 冬

（左）和班长谢晓鹏（右）

开心分享着美味。

侯崇慧摄影报道

分享美味

兵

漫

5、每周队员们会去仓库领一次给

养，大家这个时候都很高兴，因为可以

吃到水果了，虽然每个人只能分几个。

10、业余时间，女队员会在一起

排练舞蹈节目，大家开玩笑说：“我们

把广场舞带到了非洲马里，也给大家

带来了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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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里加奥地区位于撒哈拉沙

漠南缘，7月份地表温度可达50摄氏

度以上，已经不能称之为热，是烤！

2、7月份进入雨季后，这里经常会刮

起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但撒哈拉的沙尘暴

也阻挡不了大家第一次见到它的好奇心。

3、联合国驻马里综合稳定团在维

和部队营地安装了雷达预警装置，定期

组织部队进行防曲射火器袭击演练。

4、加奥地区气候干旱，水资源特

别稀缺，队员们每天的用水都是水车

拉回来，进行消毒后，定量供应。

6、“七一”那天，在马里维和战

场，我们用重温入党誓词的方式，庆

祝党的生日，表达对党的忠诚和对祖

国的热爱。

迷糊
新兵下连后，小王被分到连部当通

信员。
一日，连长叫他：“小王，今天你嫂

子来，你和李排长去车站接一下。”
小王一怔，嘟囔道：“怎么嫂子过来

没提前通知我一声呢？”
连长说：“提前通知你干什么？”
小王认真地说：“那她住哪儿？”
连长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当然住

我那儿！”
小王睁大眼睛：“那你呢？”
连长没回过神来，接着道：“和你嫂

子住一块儿啊。”
小王这下急了：“那我哥呢？”

认识我吗
驻训场上，一天晚上熄灯号响过许

久后，一名战士从帐篷里跑出去上厕
所，不小心把迎面走来的一位首长撞倒
在地。

首长对士兵说：“慌慌张张地干
嘛？”

战士立马站好回答：“对不起，首
长！”接着又小声问，“请问您知道我是
谁吗？”
“你是谁？”首长有些生气。
“那就好办了。”战士说完撒腿就

跑。

（杨锐锋整理）

7、最近白面供给比较少，队里

节省了一周的白面，组织大家包了顿

饺子，牛肉馅的，真香啊！

8、我们为第一位在马里任务区

过生日的战友庆祝生日，炊事班的

战友还做了一个不是很像蛋糕的蛋

糕。

9、一名联合国雇员因车祸受

伤。虽然手术难度很大，但我维和

医疗队员凭借高超的医术，使他最

终获得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