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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褪色的军魂

望海阁闲话望海阁闲话

■ 徐根飞

诗以言志诗以言志

■ 叶兴华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伤悲之后
■ 许 平

最是风雨鉴初心
■ 卫 丹

身边故事身边故事

副刊投稿邮箱：
921393236@qq.com

一声枪响
炸响一片惊雷
一座英雄的城市
骤升一颗熠熠生辉的红星
催生一支伟大的队伍

他们，把红星缀上帽檐
他们，高举一面星光大纛
一路叱咤风云
驱日寇、平内乱
横扫魑魅魍魉
从南昌走向井岗
从昨天走向今天，走向
天南地北的每一个哨位

从此
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圣国土
1800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
射虎有好汉
屠龙有英雄

从此
我的歌
唱不完抗美援朝中的家国情怀
唱不完自卫反击战时的义无反顾
我的诗
写不尽感人肺腑的鱼水情
写不尽抗震救灾、闯火海、
战洪水的光辉事迹

从此
年复一年
在岁岁年年的365天里
多了许许多多红星闪闪的故事

这些日子，除了心焦，除了心
疼，除了心揪，我还心悔。

当兵的第二年，首长说，送你上
军医大？

我摇头，我想当战地记者。
首长失望，说，军医更好，救死

扶伤，尤其在前线。
现在想来，首长是对的。要是

当年听话，没准今天我就在震区，用
我的手术刀拯救一个又一个生命，
保住一条又一条胳膊和腿。

天晓得后来为什么我又改了主
意，鬼迷心窍于司汤达、奥斯丁，最
终成了中文系的大学生。

现在掂量，我又错了。如果当
初坚持当“战地记者”，一准今天我
就在震区，在瓦砾上，在乱石中，在
泥泞里，在帐篷外，情绪激动，风尘

仆仆不惧危难，恪尽职守，挂着相
机，握着话筒，对着镜头，报着真相，
还泪流满面唏嘘哽咽，感伤哀悼，痛
心疾首……

现如今，除了捐款，看报纸、看
电视流泪哀恸外，我还能做什么？

不是前线医生，不是战地记者，
自己到底无法真的分担同胞的痛
苦。

……
这天，战友打电话跟我说，历史

就是这么惊人相似。这次灾难又有
多少“花儿”凋谢，你没打算再写点？

一语惊醒我。
战友说的“花儿”是我小说《花

儿》里的人物，原型是唐山大地震时
某部队医院的护士。山崩地裂之
时，花儿被梁柱砸断了背，被死死卡
着不能动弹，唯一的空间就是她的
怀抱，而就这唯一，她给了病人。至
死，她都那么弯着腰，抱着病人，深
鞠躬。

写下这个故事，唐山大地震已
经过去几十年了。发表后，我接到
战友电话说，大爱无疆成花魂。花
魂震撼了他的心灵，叫他记忆醒了
泪儿流了，心儿碎了。

……
恍然。这些日子没干别的，只

知道天天守着电视机伤心抽泣，竟
忘了《花儿》，竟忘了不是“手术刀”
不是“话筒”却是“中文系”的我也还
可以做点什么。

不一定大视角，却一定大悲悯；
不一定全景式，却一定刻骨铭心；不
一定急就章，却一定隽永亘古。比
如那鹰姿，至死，他都那么伸展着

“翅膀”，死死护着他的学生，雕塑一
般，神圣，壮烈。

……
伤悲之后，记录还原生命的真

相和意义，不仅仅这些，还有“花
魂鹰姿”。

期待哪年哪月哪天，电话响
起，一个熟悉或陌生的声音说，义
薄云天成鹰姿。鹰姿震撼了他的心
灵，叫他记忆醒了，泪儿流了，心
儿碎了。

怎么想到翻出了当年的相册？
其实，是潜意识在提醒我：八一建军
节快到了。当过兵的我总认为，自
己与祖国分不开，祖国与军人分不
开，所以才端出那本军旅生涯的相
册。入夜，明月当空，繁星点点。那一
张张照片，把我带到一生中引以为
豪的峥嵘岁月。即使时光流逝，即使
青春不在，铅华洗尽，相册里承载的
军旅回忆，永远温暖，永不褪色。

1976 年，那是令人难忘的一
年。那年冬天，我和一批热血男儿，
离开家乡和父母，毅然踏上从军路，
成为我家第三代军人。40年前，要
拍张照片不像如今，手机一拍，挑选
美颜，效果立竿见影。拍段视频，微
信朋友圈立马上传。当年，即使你
拥有一台海鸥黑白相机，风光无限，
也不能随便拍照。

1977年春节前，教导团颁发领
章帽徽，一颗红星头上戴，鲜红领章
两边挂。从此，我们成了一名海军
战士。赶紧戴上领章帽徽，好家伙，
变得红光满面，帅气！不知道哪位
战友高喊：“照相去！”是啊，快给家
里寄照片，早点让父母、亲人看到我
们水兵的光辉形象。拍照要先请
假，星期日才能分批到江山县城的
照相馆。而且外出要三人一组，背
包需左肩右挎，军容风纪很严谨。
来回步行老半天，照片拍好要定影

冲洗，一个星期后才能取回照片。
后来军人服务社有了照相馆，拍照
方便多了。但由于训练和专业学习
任务艰巨，我们好多精彩的瞬间，遗
憾没能留在镜头里，成了镜头外的
故事。

当时通讯全靠书信，把照片放
在信封里寄回家。家里有未婚妻
的，赶紧把半身、全身的照片寄去。
当时，当兵的找对象有优势，没有对
象的，父母把姑娘的照片寄来，都是
额头留刘海扎大辨子，体格健壮，能
干农活家务的姑娘。有爱开玩笑的
战友，把战友对象的情书拿来高声
朗诵，煽情极了！我们没有花前月
下，也不像如今年轻人浪漫。一生
一世执子手，不离不弃共白头，风雨
齐闯，苦乐同享，即使两鬓都苍苍，
共你十指紧扣看斜阳。咱军人的妻
子，她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军嫂！

农忙时，我们搞拥政爱民活动，
到挂钩的生产队帮助收割水稻、插
秧。我们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凭着
年青力壮，什么农活都不在话下，干
起来比社员还带劲，上午还黄灿灿
的稻田，晚上已经是秧苗绿油油，进
度好快！生产队长高兴得合不拢
嘴，忙碌着给我们送凉茶，凉茶也不
知道放的什么草药，甘苦凉爽。队
里的拖拉机坏了，我们也能帮助修
好。社员们问我们是哪里的兵，我
们说是上海的兵。

蓝色的海洋，碧蓝的天空，威武
的战舰，飞翔的海鸥。从平潭、椒
江、瓯江、舟山到黄浦江。东海舰队
各种舰艇的驾驶台上，都有上海航
海兵的身影。我们驾驶的军舰乘风
破浪，驰骋在茫茫大海，海上巡逻，
护鱼护航，样样任务都能圆满完
成。航迹是那么的美丽，编队是那
么的威武！我们还代表中国海军驾
驶驱逐舰编队访问过俄罗斯等国。
我们感到自豪，也为上海骄傲！

有一位战友陈林海，家里发来
电报，父亲病危！正巧公社武装部
发来加急电报。待到批假，赶回家，
连父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看
到父亲的骨灰盒，他长跪不起，嚎啕

大哭！男儿有泪不轻弹，自古忠孝
不能两全啊！我们好多战友当兵期
间没回过一次家，真是令人心酸！

我们陆续回家了，从士兵到官
至团级。回到地方后我们保持军人
本色，继续建功立业。有区镇的干
部，有村官。有企业家，有经商的，
还有个体户。有搞养殖业的，还有
搞农场的。我们继续为上海的发展
努力奋斗，默默奉献。我们好多战
友被评为市、区和镇的优秀党员和
党务工作者。我们又把子女送入了
军营，成为二代和三代军人之家。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也是对
共和国应尽的义务。

一张照片是一个故事，是一串
回忆，时光易逝，记忆难忘。如今，照
片虽已褪色，但永不褪色的是军魂。

24 岁的我成为了奉贤区浦东
机场12名抗疫志愿者组成的“贤锋
队”中年纪最小的一员。人生第一
次穿上防护服，紧张而新奇。佩戴
紧绷的 N95 口罩和厚重的防护面
具，呼吸很压抑，能感受到自己砰
砰砰的心脏，似乎要跳出胸膛。看
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终于体会到武
汉抗疫前线医务工作者的“不容
易”，想到能和他们“并肩作战”，我
感到无比的骄傲。

6月8日，我很幸运，上岗第一
天就被安排了值夜班的任务。印
象中的浦东国际机场，是全球商务
人士和休闲人士的集散地，本是旅
客来来往往，但现在的机场，则完
全变了个模样，没有了旅客们拥簇
在一起的景象，也没有了接机人扎
堆等候的身影，甚至连熟悉的大厅
播报音都听不到了。看到最多的，
是来回穿梭巡视的检查人员，是背
着药水壶到处喷洒的保洁员。听
到最多的，是大功率电风扇转动时

嘈杂的嗡嗡声。而我也将在这里
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抗疫之旅。

我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登记核
对旅客信息和护送旅客至集中隔
离点。第一天值班，是从晚上 9 点
到第二天早上9点。从斯里兰卡飞
回的航班落地了。凌晨2点40分，
一位年轻的女乘客拉着一个巨大
的拉杆箱向我飞奔而来。我无比
激动，瞬间感觉自己就是祖国妈
妈，在张开双臂迎接奔波在外的儿
女们回家。我连忙把准备好的牛
奶和面包递给她，安抚她紧张疲惫
的情绪。

从信息登记上获知，她是一名
留学生，从伦敦科伦坡转机辗转回
国，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和落地的检
查让她疲惫不堪。她告诉我，刚才
一看到“奉贤欢迎您”的红色标语
时，瞬间泪奔。我的眼睛也随之湿
润了，深深感到自己的工作无比光
荣。

6月20日，时间过得可真快，一

眨眼半个月过去了。这期间，并不
是每一架落地的飞机都有返回奉
贤的旅客，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就
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奉贤“岗位
上等。初夏的室内环境，我们穿着
12个小时的口罩和防护服，耳朵被
勒得生疼，面屏内的汗水不时地往
下滴，防护服内的衣服也湿透了，
鼻尖的汗水顺着脸流进嘴里，咸咸
的，哪怕坐着也是一种煎熬。但
和“守一道关，就是护一城人”相
比，这些难熬算的了什么？为了让
奉贤游子第一眼就能看到家乡的
大门为他们敞开，我们充满激情和
斗志，忙碌在工作现场，也是为了
能在第一时间对他们说出那句练
了无数遍的问候语：“您好！一路
辛苦了!奉贤欢迎您！”

7月5日，写在离别的日子。一
张桌子，几把椅子，就是我在机场
工作的“办公室”，奉贤驻守防疫一
线的“南大门”。再过2天我就要回
去了，虽然我在机场抗疫时间不

长，但在机场的每一天都令我难
忘。一个月的志愿服务，让我接触
了各式各样的旅客：由于旅客需要
分离、填报信息，有时排队等候的
时间较长，有些旅客会很不耐烦。
但更多的，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有亲切喊我们“大白”的上海阿姨，
有说“你们辛苦了”的奉贤爷叔，还
有活泼可爱的留学生，每次听到他
们说“谢谢”的时候，让我真正体会
到了“民族尊严、民族自信、有国才
有家”这些词汇的分量。

特殊时段给予我透视内心的
机会。机场值守的这些日子，是对
我身心的考验、意志的锤炼，我感
到自己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我
正在践行我的诺言，担当自己应有
的责任与使命！

迷彩花季（国画）

■ 李 钟

八一颂
——献给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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