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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则小故事，说的是英
勇善战的粟裕将军，晚年虽患重病
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期间，却仍然
保持着年轻时在战争年代养成的
一个习惯：每天早晨起床时，毛衣
一定要扎在裤腰带里，晚上睡觉
前把上衣、裤子、鞋、袜子都折
叠摆放得整整齐齐。粟裕将军为
什么这么做呢？据医护人员说，
将军枕戈待旦，天天都关心着祖
国的安宁，时时担心敌人的入
侵，刻刻都准备着去前线打仗保
家卫国，至死不渝。听完这则故
事，无人不为粟裕将军这种忧国
忧民的铁血衷肠和军人精神而动
容。粟裕将军不愧是真正的军人，
他的这种精神正是我军的军魂之
所在。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
啊，和平的日子过久了，谁又愿
意去打仗？人人皆知应该居安思

危，不忘战争，但真正做到又相
当困难，人们也难免会麻痹起
来，总觉得现在世界的趋势是和
平与发展，大仗打不起来，怕什
么？然而，在祖国还没有完全统
一、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今
天，在我们齐心协力为实现“中
国梦”而奋斗的今天，更不能大
意疏忽和麻痹！诗人杜牧在 《论
战》中说：“天下无事时……偷处
荣逸，战士离落，兵甲钝弊，车
马削弱；天下杂然盗发，疾驱以
战，是谓宿败之师。此不训练之
过。”古人的话，今天听起来仍如黄
钟大吕一般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什么是真正的军人？历史和
现实都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答案
——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
手托炸药包的董存瑞、用胸膛堵
枪眼的黄继光、烈火烧身一动不
动的邱少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
士雷锋、献身国防现代化的苏
宁、抗洪英雄李向群、清廉指挥
员杨业功，等等。他们都是真正
的军人。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伟人
毛泽东的话告诉我们朴素的真理，
至今仍令人警醒。真正的军人，
就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做到“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雄赳赳气昂昂
地面对未来战争的挑战，随时接
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咱那个说他挺好的。”在小区
散步时，四嫂不紧不慢地跟我说。
我心里翻江倒海，表面水波不兴地
听着，“他昨晚回家了，我先是听
见门响，后来，就看见他站在我床
头，跟他那年寒假走之前一个模
样，穿着军装，说，妈，我想你
了”。

四嫂说的“咱那个”，是我侄
子，也是她的大儿子。12年前，在
部队因公牺牲，走时，21岁。我们
老家有个风俗，离开人世的人，是
不能再叫他的名字的，否则他在那
边不得安息。所以四嫂每次提到大
侄子，就称：咱那个。一米七的个
子，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四哥只提
了一个要求，就是到现场去看看。
四哥不善言谈，他去了，看到了什
么，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远在老
家的母亲见四哥几天不回家，一遍
遍地给四哥打电话，四哥都摁了。
直到妈第三次打成电话，四哥从殡
仪馆出来，握着电话，一字一句地
说，妈，我好着呢，过两天就回
家。妈还要说，四哥挂了电话。妈
又打过去，说，你好着妈就放心
了，咱娃怎么一周多了，还没给我
打电话？四哥哽咽了，妈，我们都
好着呢。怎么可能瞒得住母亲呢？
侄子从小是妈带的，他无论在县城

上学，还是在外地上大学，每周都
要给他奶奶打电话。妈接不到侄子
电话，又给也在部队工作的大哥打
电话，做了一辈子政治思想工作的
大哥，想了一夜，决定循序渐进。
给妈打电话说，侄子感冒了，在住
院。妈说，感冒了有什么要紧的，
连个电话都不接，怎么老四也不回
家？大哥说，病比较严重，老四在
医院陪着。妈说那就找医生好好看
呀，大哥说医院组织专家正在全力
抢救。妈第三天再打电话时，大哥
先给妈讲战争年代多少英雄血洒疆
场，抗洪救灾多少官兵为了抢救百
姓被洪水冲走。穿上了绿军装，命
就交给国家了。妈哆嗦着说，是不
是咱娃没了？大哥说，是的。妈放
下电话，又打给四哥说，儿你听
着，娃是因公牺牲，光荣。而那
时，父亲已瘫痪在炕上，妈怕他看
出苗头病情加重，就借口感冒，住
到了另一间房子。家里人来人往，
父亲问妈家里来那么多人是不是出
啥事了？母亲说，人家来看你哩，
你不是病了嘛。父亲又问，娃怎么
好几天都没打电话？妈双手揉着眼
睛，说，打了，问你好呢。父亲一
直到去世，再也没有问过大侄子。
妈说，你爹指定知道了，怕我伤
心，就不问了。

回家后，四哥抱着侄子的军装
和课本，让四嫂锁好。太阳好时，
四嫂会把军被、军装晾在阳光下，
四哥会端着小椅子坐在一边，看半
天，不知他心里想的啥。四嫂告诉
我，出事到现在，四哥从来没跟她
谈过关于大侄子的任何话题。有一
次，她在四哥办公室枕头下发现大
侄子在军校时的影集，侄子和他的
同学要么在校园悬铃木下散步，要
么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她怕四哥
老看伤心，悄悄把影集带回了家。
第二天四哥说，你昨天拿的东西，
从哪拿的，放回原处。

四嫂经常会跟我提起大侄子，
起初说时，是流着泪，慢慢地，眼
泪没了，话却越来越密：说大侄子
小时爱哭，声音大得吓人。说他小
时就爱干净，穿衣服一定要平展。
军校放假，每次回家都要骑着自行
车带着奶奶去逛县城走亲戚……

10年后，我和哥嫂参加完外甥
女婚礼后回到家，四嫂坐在沙发
上 ， 电 视 放 着 秦 腔 戏 《龙 凤 呈
祥》，是四嫂最爱看的。她关了，
坐在我对面，说，咱那个要是没
走，该结婚了，他跟李超同岁呀。
李超是我外甥女婿，也是那天的新
郎倌。我说，是呀。过了几天，四
嫂又说，咱那个昨晚在梦中告诉
我，他结婚了。

“你说咱那个在现在会有孩子
了吧，32 岁了呀。”四嫂把我从思
绪中拽回，我慌忙说是的。“你哥
喜欢男孩，我喜欢女孩，现在让生
二胎，他要是生一男一女就好了。”

我赶紧接口，咱镇镇也快结婚
了，让他生两个。

四嫂说：“是呀，我就等着抱
孙子了。你说，孩子是把咱那个叫
大伯呢，还是叫大爸好？”我望着
四嫂鬓边的白发，啜泣着说，都
好，都好。

油菜花开时节，我们来到方
志敏的故乡——江西省弋阳县漆
工镇的湖塘村。此处是个宜居的
山坳，四面环山，一幢古色古香
的木楼坐落在山根处，旁边是两
汪平静的水塘。毫无疑问，在
100 年前，这幢阔大的木楼象征
着主人的富足和气派。这就是方
志敏故居。

一路上，不时听到当地朋友
介绍方志敏家族的历史，有几个
年轻女子，还眉飞色舞地说方志
敏是她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据说，方志敏身高 1 米 82，高大
俊朗，才华横溢自不必说，在担
任闽浙皖赣苏维埃主席的时候，
身穿白色西装，骑一匹白色骏
马，当真是白马王子的标志性装
束。

是的，方志敏有阔绰的童年
和少年时代。事实上，回顾上个
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投身革命的
知识分子，大都有殷实的家境，
他们不缺吃穿，不乏体面的生
活，可是他们放弃了，因为信
仰，因为要革命，因为要建设可
爱的中国。他们放弃了富裕的物
质生活，追求着精神上的高贵。
从他们的手里经过的财富成千上
万，可是他们自己，却往往连一
个铜板也没有。

并不是每个人都配得上“清
贫”这个字眼的，仅仅身无分
文，还不是清贫。清贫是一种境
界，只有精神高贵的清贫才是真
正的清贫。

方志敏的故事很多，散珠碎
玉一般遗落在闽浙皖赣的山水草
木之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
是在他被俘之后，国民党屡次派
出高官劝降，甚至蒋介石亲自出
面许以高官厚禄，均被方志敏在
谈笑中拒绝。

我们后来从各种渠道看到的
方志敏，戴着镣铐，神色泰然自
若。在方志敏创立的闽浙皖赣苏
维埃根据地首府葛源，我看到一
张方志敏身穿军装挥手告别的照
片，那是在他率部北上抗日的前
夕，在葛源的枫林村，那个高高
举过头顶、直直指向天空的手
势，让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那
么多女孩子说方志敏是她们的梦
中情人。那个手势沉稳、自信、
决绝，释放出一个男人、一个具
有骑士精神的革命者勇敢无畏的
力量。那一瞬间，我对身边的朋
友说，方志敏不仅是一位革命英
雄，也是一个贵族。

贵族是什么？不是世代因袭
的爵位，也不是显赫的权势。真
正的贵族，有一颗悲天悯人的

心，有一腔实现理想信仰的热
血，有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
铮铮铁骨。这个当年才30多岁的
年轻人，在闽浙皖赣四省交界的
地方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发行货
币，兴办学校，开设医院，还构
建了股市，这一切都是超前的。
他是按照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经
营着他的根据地，让那里的老百
姓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的方志
敏，掌管着闽浙皖赣苏区的政
治、经济、军事大权，可谓一言
九鼎，从他手里经过的真金白银
不在少数，可是，在“方志敏
式”的苏维埃政府内，却节俭蔚
然成风，连铅山县委买了12元黄
烟，都受到严厉的批评，被挖苦
为“好阔气的铅山县委”。

回想小学时代读过的 《清
贫》，我突然发现那个时候我并没
有真正读懂，不，几十年后仍然
没有读懂。放眼望去，如今在心
里再默默地诵读那些文字，似乎
从字里行间领略到另一种风景。
北上部队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
堵截，在生死考验的关头，方志
敏拒绝脱离部队，拒绝逃生，坚
持和同志们战斗在一起，后因叛
徒出卖，在藏身的柴堆里被俘。
在敌人的刺刀下面，这个命悬一
线的囚徒，就像个调皮的孩子，
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因为搜不到铜
板而失望的士兵，冷静地看着他
们的眼神和表情，甚至还有几分
幸灾乐祸：“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
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
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
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
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
上底的线袜……但我说出那几件

‘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
齿冷三天？清贫，洁白朴素的生
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
多困难的地方！”

尽管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仍
然记得英国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
虻》中的那个情节，作为革命者的
牛虻——亚瑟被执行枪决的前
后。亚瑟从一开始就对即将到来
的死亡谈笑风生并且评头论足，唇
枪舌剑拒绝忏悔。在士兵向他射
击时，他一次次地嘲笑和校正士兵
的枪法，“来吧，孩子们，不要害怕，
朝这儿打！”

而在今天，行走在蒙蒙细雨
的湖塘村，我清晰地看到了另一
个更加伟大的亚瑟，因为他领导
了更多的亚瑟，还因为他的清
贫，而且他的清贫是为了更多的
人不再清贫，今天的清贫是为了
明天不再清贫，这样的清贫才是
高贵的清贫。

咱那个
□文清丽

咱那个
□文清丽

高贵的清贫
□徐贵祥

真正的军人
□丁晓平

九十年速写
（外一首）

□姜念光

何为“英雄”？曹操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胸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
机，吞吐天地之志也。”捷克斯洛伐克大作家伏契克说：“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
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英雄。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这90年，是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非凡历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数英雄事迹构成了一个长长的异
彩纷呈的英雄画廊。固本清源、圆梦强国的今天，军人担负着有别于以往任何时期的特殊使
命：强军强国。这依然是英雄时代，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队伍
里，必将涌现更多的新时代英雄，打造我军所向披靡的浩荡队伍，镌刻在共和国光辉史册上。

——编者

一个作家常被别人问到自己的
代表作。也总有人问我，作为军旅
诗人，你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我
会回答，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不是哪
篇具体的文字，而是一次最具诗意
的“行动”。

20年前，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香港部队的一员。1997 年 7 月 1
日，我亲身经历了香港回归祖国、
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的神圣历史时
刻。我和我的战友们，用青春作
笔，用汗水着墨，写下了自己一生
中最美的军旅诗。

这首诗，最核心的意象是五星
红旗。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我的
战友谭善爱用洪亮的声音告诉参加
中英两国军队防务交接的驻港英军
官兵：“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7
月1日0时，驻香港部队先遣人员在
香港 14 处军营同时升起了鲜艳的
五星红旗。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
时刻！永远难忘这幅极具象征意
义的画面：经过 150 多年的风风雨
雨和历史沧桑，香港终于回到了祖

国的怀抱。这迎风飘扬的五星红
旗，多像我们亲手升起的美丽朝霞！

这首诗，最美的意境就是震撼
人心的进驻场面。7月 1日凌晨，驻
香港部队地面部队数千名官兵奉命
从各个集结地出发，乘坐400多台车
辆，分三路向深圳南部的文锦渡、皇
岗、沙头角口岸前进。6 时整，装甲
车、卡车、吉普车的引擎齐声轰鸣。
解放军在陆路分三路向香港进发，
东起深圳沙头角，西至蛇口妈湾，在
长达几十公里的弧形方位上，人民
解放军进驻香港的身影永远留在了
历史的记忆之中。几乎与此同时，
驻香港部队舰艇大队和航空兵团的
舰艇、直升机，分别从海上和空中进
入香港。那一天，旌旗猎猎，马达轰
鸣，战机展翅，舰艇劈波斩浪，我和
战友们披着晨曦和雨水，完成了最
美的吟唱。这样的历史场景，又有
哪一首诗能够描绘得出来呢？

这首诗，最有激情的韵脚就是
那场大雨。在我们进驻香港之际，
雨越下越大。滂沱大雨，就像战士

们的激情一样挥洒天地。战友们都
说，下吧，下吧，这是洗刷百年国耻
的大雨啊！雨水再大，也阻挡不住
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在文锦渡
口岸，我带着一辆草绿色的卡车，越
过桥上的粤港分界线时，蓦然感觉
到一股神圣的暖流，不禁流下了激
动的泪水。泪水和雨水交织，就像
诗的韵脚，应和着中国军人的自豪。

7月 1日 8时 37分，这首具有历
史意义的“军旅诗”胜利完成了！
这一刻，整个进驻过程圆满结束。
添马舰、石岗、昂船洲、赤柱等 14座
军营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下，
战友们持枪昂然挺立，海军舰艇开
始执勤，空军直升机昂首待飞。冒
雨进驻的三军将士，不顾疲劳，开
始忠实履行香港的防务职责。

一 天 有 1440 分 钟 ，86400 秒 。
1997年7月1日这一天，对于我们来
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圣的。我
切身感受到了那一天里 86400 次蓬
勃跳动的神圣。驻香港部队的军
人，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记载着百
年岁月的沧桑；每个人都是一道闪
电，在 7 月 1 日那个神圣的时刻，发
出最灿烂的光辉。

谁的生命中拥有了这样的一
天，谁就会自豪一生。1997年 7月
1 日的神圣进驻，就是我“书写”
过的最美的一首诗。一日长于百
年。这首最美军旅诗的韵律，足以
让我用一生细细品味。

最美军旅诗
□刘笑伟

最美军旅诗
□刘笑伟

依然是英雄时代依然是英雄时代

“一个荷枪的士兵站在哨位上”
三天前我写下了这个句子
三天后我发现，那个士兵一直没有动过
还是那么笔挺，那么年轻

我又试着写下
“一个士兵奔跑在八月一日深夜的南昌城”
我发现他已经将勇敢、敏捷的躯体
传递给了此时此刻哨位上的士兵

战争往事：上下铺

前线打响的时候
政治处的张干事，也开始行动
他带领着支前民兵
要在三天之内，挖成三百个墓坑

他在山坡的工地来回走着
一再要求，壁要直，底要平
每个坑底，要铺一层刚刚割下的青草
铁锹和镐头在山坡上起起落落
挖到石头就发出坚硬的响声
响一声，他愣一下
仿佛身上的哪个地方突然疼了

第一个墓坑挖好，准备验收
他整了整军容，大步走去
扑通一声跳进坑中，然后躺下
双手放在胸前，闭上了眼睛
半分钟，四下安静，天也低了
半分钟，好像刚刚睡醒一般
他睁开眼，起身而出，谁也不看
只轻声说一个字，好！或者，成
然后转身跳进下一个墓坑

三天，他在每个墓坑中
躺上半分钟，好像睡了半分钟
好像白天睡够了，晚上就不需要再睡
他整夜看天，抽烟，面前放着空酒瓶
第三个黄昏，第三百个墓坑挖好的时候
他第三百次跳了进去
半分钟，他没有睁眼，没有起身
半分钟，双手叠放在胸前
他发出了深沉的、均匀的鼾声

那是一九七九年，从此以后
张干事就成了全天下睡眠最好的人
无论何时何地，即使在一条钢丝上
只要躺下去，闭上眼睛
半分钟，他就会响起悠长的鼾声
只有今天的老张自己清楚
三十八年，天南海北，年轻，年老
他至少在三百张床上睡过觉
但是，每张床都像军营的上下铺
每次他都睡在上面，和下铺的兄弟
平静地躺在时代的轰鸣中
一起发出轻轻的鼾声
不同的是，睡在上铺可以向上看，
看见光。但睡在下铺的
再也无法看见，星月和天穹

和平的上午

四月暮春，满园树叶继续长大
老园丁慢慢打扫
玉兰留下的马蹄印
阵风吹过，几树海棠纷纷落英
它也柔肠百转，想起另一个城市的美人

一个女高音在六楼的窗口练习歌剧
团团花腔，朝侧耳的主考官奔去
生活，就应该配有艺术的腰肢啊
搭着咏叹调涌起的小浪头
四楼的家庭，女朋友带来了生日的酒

三楼上，休假的边防士兵沉睡未醒
他因为过多的氧气感到头晕
积雪太深了！他还不适应这样的安稳
他又梦见了小分队
走在边境线二千层楼那么高的山顶

中关村南大街28号，干休所门前
当整修道路的工人启动冲击桩机
一楼，弥留之际的老将军突然大叫
——快掩护，快掩护，我们冲
深埋的战争记忆，又一次被触发
却把建设的声调
听成了马克沁机枪猛烈的扫射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