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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歌岁月 王举芳

●
走近记忆 沈晖

●
星期诗汇 钟芳

●
灯下漫笔 伊羽雪

●
人在旅途 江星涛

历史上的“八一建
军节”纪念邮票
我收藏古玩，有纪念意义的邮票更是我的最爱。

每年八一建军节，我都会小心翼翼地翻开珍藏多年
的集邮册，仔细品赏我国历史上的“八一建军节”纪
念邮票。

我收藏的1957年8月10日和12月15日发行的
建军30周年纪念邮票1套4枚，分别表现了南昌起
义、井冈山会师、八路军东渡黄河和解放南京的场面
（八一建军节纪念邮票图一）。我凝眸一枚枚历史意义
深远的邮票，脑海里闪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
军人的英豪，一种自豪感再次喷涌而出。

我还收藏一套1987年8月1日发行的以三军士
兵形象为图案的纪念八一建军节60周年邮票，分
别是八一军旗、陆军战士、海军战士、空军战士
（八一建军节纪念邮票图二）。这4枚邮票，铸就
了中国的军魂，那猎猎飘扬的八一军旗，更让我
看到了中国的傲骨，也看到了穿越时空的壮观和
雄姿。

1997年8月1日，中国邮政隆重推出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5枚，票名分别
是“陆军”“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和“陆
海空联合作战演习”。这套邮票，收藏在我的集邮册
中，更刻在我的脑海里。每每建军节之际，翻看展
示我军精良现代化装备的邮票，我都感慨万千。

在我的集邮册中，还有一套2007年8月1日发行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纪念邮票，共4
枚。这套邮票生动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
下，参加抗洪抢险、进行军事训练以及参与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英姿，集中反映了军队建设的发展成就、
优良传统和我军忠实履行历史使命的时代风采。从这
4枚邮票中，一眼就看到人民的召唤就是军人的身
影，让人在无尽的思索中，更加感到了中国的军魂和
军姿。

1970年8月1日，建军节之际，国家还发行了以
杨子荣剧照为内容的《智取威虎山》邮票1套，该套邮

八一前夕倍思亲
每年八一节来临之际，五十多年前东海哨所解放

军海上救我的情景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年端午节前一天，我正在大丰乡东兴村小学读

四年级。为了参加学校运动会踢键子比赛，需做一个
鸡毛键子，因缺鹅毛管，就与邻居家的东华哥哥约好，
准备第二天到东海滩头去捡鹅毛管。

六十年代农村里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多。第二天一
早，我就偷偷拿着三只粽子喊上东华匆匆步行出发。我
俩都是第一次去看海，因此，对大海充满着好奇、憧憬。
于是，两人蹦蹦跳跳，10多里路不到1小时就到了。

登上海堤，海风习习。向外眺望，一轮朝阳喷薄而
出，远处海面波光粼粼，白帆点点。滩涂上，一群年轻
人正在挖贝。我和东华沿着海滩一会儿拾鹅毛管，一
会儿捉蟛蜞，一会儿看海鸥，玩得忘乎所以。

时近晌午，打渔的肩扛渔网向堤岸走去，因为他
们晓得大海要涨潮了。可我俩小、不懂潮汛，只顾在海
滩追遂、玩耍。这时，老天突然变脸，刚才还是艳阳高
照，倏地乌云翻滚，天顷刻暗了下来，远在天际的潮水
像一条银色的巨龙滚滚而来。这时，我俩都懵了。两人
急得哇哇直哭。

潮水铺天盖地而来，一会儿海水淹没了我俩膝
盖，一声响雷，大雨倾盆而下。真当我俩急得喊爹喊
娘、一筹莫展的时候，隐隐约约看到远处一个身穿雨
衣的向我俩奔来。走近时这才看清是个头戴红色帽徽
的解放军。他俯下身子，摸着我的头安慰我别哭，一边
背起我，一边拉着东华，快步向哨所走去。

虽说哨所离海岸不远，但在风雨中行走觉得时间
过得特别慢。来到哨所，另一位高个子战士连忙帮我
脱了湿衣服，用干毛巾将我身上擦干，并将他们的衬
衫给我们披上，然后亲切地问起我俩出海的原因。

外面大雨滂沱，潮水猛涨，我在慌乱中，随带的3
只粽子早已弃之大海。这时，才觉得肚子咕咕地叫起
来。两位解放军战士知道我俩还没吃上中饭，连忙端
出香喷喷的米饭和红烧肉。

从两位解放军战士的对话中，知道高个子叫小
童，另一位小个子叫小吴。在我俩吃饭时，他们搭档用
电吹风将我俩湿衣服吹干。

半个小时后，太阳在云中露出了笑脸。我俩起身
道谢告辞了解放军。

当时由于瞒着父母旷课看海，因此回家后我对家
人一直守口如瓶。直到第二年我写的一篇《雨中情深》
的作文，才揭开了看海遭遇的秘密。为了答谢哨所军
人，第二年端午节，我父亲特地借来一辆自行车，拎着
一篮粽子，带上我去答谢哨所军人。但赶到东海营房
哨所时，去年救我的两位战士均已退伍回家了。没有
见到风雨中救人的亲人，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由此，每当东疆大地芦叶飘香的季节，我总会想
起东海营房哨所。

致敬，中国军人
新兵

自从穿上橄榄绿的那一天
蓬勃的青春就被点燃
火热的心
在摸爬滚打中沸腾
激情的梦
在昂扬奋进的歌声中放飞

为了头顶的金色国徽
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宁
我们无怨无悔
洪水袭来的时候
我们筑成巍然不动的堤坝
暴雪肆虐的时候
我们树起血脉畅通的路标
大地抖动的时候
我们就是抢救生命的通道

翻开八月的扉页
母亲，今天是我们的节日
熟悉的军号声又在耳边回荡
威武雄壮的歌声此起彼伏
将军士兵
新兵老兵
共同唱响曲曲军绿的赞歌
我们永做人民的守护神
我们永做党的忠诚卫士
用青春和生命
去编织共和国富国强兵的壮丽蓝图

老兵
或许是曾经的军营生涯
或许是心中的绿色情结
或许是那个美丽的信念
每到这个光辉的日子来临
我心灵都会荡起阵阵涟漪

又见军旗如画
又见军歌嘹亮
但凡穿过迷彩的人
但凡扛过钢枪的人
都会泛起自豪的荣光

一段难忘的岁月
照亮一生的足迹
一段特别的经历
永远珍藏在心底
一腔火热的激情
绘出奋斗的篇章

一次次想起往事
那是对激情的讴歌
一回回聊起过去
那是对青春的赞美
多少个生活细节历历在目
多少个练兵画面栩栩如生

所有的对酒当歌
都已叠进记忆的深潭
所有的壮怀激烈
都已化成感怀的畅想
啊，那如歌似水的年华
都在这一刻凝成
一句话、一杯酒、一首歌
那是生命取之不竭的宝藏

女兵
一头飘逸的齐耳短发
一身洒脱的靓丽戎装
一抹飒爽的橄榄绿英姿
刚毅而柔情的她们
花一样的年龄
在那洋溢着阳刚之气的绿色军营
烈日下锤打，风雨中历练

女兵，是她们的名字
军绿，是她们的骄傲
站在队列里
丝毫不比男兵逊色
男兵们喊出嘹亮的口号
展现蓬勃的军人风采
她们也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壮志

唱响一曲曲动听壮美的强军战歌

她们是了不起的巾帼英雄
在边疆，在大漠
在山沟，在海防
在蓝天，到处都有女军人战斗的身影
她们是花丛中的铿锵玫瑰
她们以自己的奉献
在践行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中
奋力拼搏、不辱使命
为和平撑起一片坚强的屏障
让我们的钢铁长城更加稳固

在当雷达兵的日子里
1963年间，海峡两岸形势骤然紧张，蒋军反攻大

陆的气焰甚嚣尘上，而内地人民又正处在三年自然灾
害期间。当时正是我高三毕业之时，面对祖国召唤，我
毅然报名应征入伍。

我来到了海军东海舰队训练团，这里有灯光旗语
信号兵、电台报务兵、轮机油机兵和防化兵等诸兵种。
除新兵外也有众多老兵，星星点点的校尉级军官，不
时来到练兵场上。场上热气腾腾：号令声、喊杀声此起
彼伏。只见几个老兵抓住悬人滚圈一下子滚到了广场
尽头，我既好奇又佩服。又见老兵队伍在行进中格外
整齐划一干练漂亮，我更加羡慕和感动；在我第一次
摸到沉甸甸的冲锋枪时，内心猛然觉得：我长大成人
有责任担当了。随后在进行了紧张的内务 、队列和射
击等训练后，我被分配到雷达分队，又进行严格的专
业学习。

走进正在开机的雷达机暗房，只见数只偌大高耸
的灰色铁柜，整洁闪亮地序立在中间，威严无比，深不
可测。当我面对荧屏及其周围近百个旋钮和红绿灯，
又一时惊呆了：屏面荧光闪烁、波线旋转、嗡嗡作响的
细微低沉声更使人神秘莫测。领队的教员似乎看透了
我们急欲释疑疑虑，亲切地安慰大家：“不要急，慢慢
来，只要肯钻研可以学会的。”

回到教室，李教员郑重地对我们说：“雷达兵是千
里眼，是上级指挥机关的耳目，更是首长的决策参谋，
其地位作用显赫。为了不负祖国人民的重托，你们唯
有刻苦学成结业后，才有资格坐镇这个观通岗！”回味
教员的叮嘱，我感到责任重大、振奋异常。我暗下决
心，一定要千方百计掌握雷达机的结构原理，熟练操
纵，当一名合格的雷达兵！教员第一课先从电的基本
知识开始，再逐渐导入无线电原理，然后进入焊接收
音机的电阻、电容、线圈等组装实践；又从电磁波的发
射、返回到接收、显示等一系列理论和路线图，随时和
机器操作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通过一年时间的基础
训练、课上课下不间断“加班加点”的死记硬背和活学
活用，终于在基础知识、熟练操纵、排除故障、识别跟
踪目标等项的考核中，取得了优秀的结业成绩。

正当我们将奔赴沿海各观通站时，上级传来了台
湾派遣的“满庆生”号匪船，在袭扰启东吕四渔场时，
被我人民海军一举跟踪俘获的消息，我们顿时欢呼雀
跃，异常兴奋。我和另外2名启东藉雷达兵被分配到
苏北沿海首个如东县北坎海军观通站。其时启东的塘
芦港（海丰）观通站也即将建成。

北坎站位于如东县最东测海堤处，对面东北向是
韩朝日，东南向便是近邻启东的吕四海域。我第一次
到站时，正是涨潮时分，只见堤外一片汪洋，波光鳞
鳞，待下午退潮后，沙滩和沉积船只等或明或暗的躺
在那里。这里水文潮汐和沙滩多变，海况复杂。除冬季
外，各地渔船成群结队在外海出没。此时，我联想到类
似蒋军的海狼艇混入渔船中，窜到这里“抓一把就走”
还会大有发生的可能，于是我不禁更加警觉了起来。

也许军方高层早就洞察了这一切，所以提早就布
防了棋局。在苏北沿海启东如东等一线，都先后设置
观通部队。就在我们进驻北坎后不久，时任东海舰队
司令员陶勇等首长，都先后前来视察，我们有幸见到
了海军上层首长，备受鼓舞！

走过了建站初期“学工学农”、垦荒种菜等艰苦奋
斗和紧张备战的阶段，我们终于迎来了雷达天线在60
米高塔上旋转了起来。在雷达显示屏上，形似半岛三
面环水的启东陆地，正昂首延伸在黄海东海的交界
处，煞是雄伟！只见吕四外海成片渔船在穿梭云集，随
时变幻。我们格外注视着独立独行、然后混入船群的
可疑目标。雷达兵的天职是：发现、跟踪和识别判断目
标。一艘渔船、货轮或舰机等，在圆圆的显示屏上不是
电视实像，而只能是一粒芝麻大小的亮点，要及时发
现，正确识别，判明性质，非得有长期经验累积和理论
要素结合，包括回波的强弱、亮度、稳定性和航向航速
等综合考虑，才能完美得出结论。在值班中，我们有时
还发现东北向公海低空，常有不明飞机贴近我领海往
返飞行，雷达分队长立时提醒：这是电子侦察机在搜
集我信号，快把天线暂移！我们顿时恍然大悟，又增长
了见识。

那时台湾海峡仍处在国共内战的延续，尤其是处
在军事斗争前线的雷达兵，直接参与到了这场血与火
的战斗中，其时台湾蒋军的“章江号”、“剑门号”军舰，
在台湾离岛隐而不发，欲待机偷袭我军。此时我海军
雷达兵在跟踪数天后，终于发现其出动之时，于是我
军原先设伏的数艘炮艇，快速以集中火力、夜战近战、
以小搏大的战术，先后把这两舰击沉在内海。这就是
著名的“八六”海战。自此以后，蒋帮的反攻大陆计划
终于偃旗息鼓了。去年习近平主席接见并授勋的战斗
英雄麦贤德，就是此次战斗中头部负伤、顽强战斗致
胜的轮机兵，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55年之前的
英雄。

6年的部队生活后，我离开了这个心爱的岗位，含
泪道别了战友，告别了部队。临行时我思绪万千，又一
步一回头的注视高高的雷达天线，直至渐行渐远，眼
泪满眶……

我家的军歌会
父亲喜欢唱军歌，因为他是一名老兵。那些或是

激昂或是深情的军歌，自小也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
记得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我是一个兵》：“我

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考验了我，意志
更坚定……”在父亲的带动下，弟弟和妹妹也喜欢
上了军歌，每逢节日，特别是八一建军节，我家必
是“军歌嘹亮”。

父亲第一个出场，他唱的第一首歌必然是《我是
一个兵》。妹妹是学校乐队的鼓手，她敲打着节奏，我
和弟弟还有母亲拍手应和。父亲声情并茂地演唱，一
曲唱罢，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光芒，好像又回到了18岁
那年参军的场景。

我最喜欢《咱当兵的人》那首歌：“咱当兵的人，就
是不一样，头枕着边关的冷月，身披着雪雨风霜。咱当
兵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国家安宁，我们紧握手中枪
……”军人那飒爽的英姿、奉献的情怀令人敬仰，让我
也分外向往能成为一名军人。

18岁那年，我怀揣着当兵的梦想报名参军，可惜
体检的时候被刷了下来，因为我是平底足。这成了我
深深的遗憾。父亲把部队的生活说给我听，我和父亲
俨然成了“战友”，我和父亲经常合唱《咱当兵的人》：

“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在渴望辉煌，都在赢得荣
光。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一样的风采在共和国旗帜
上飞扬。咱当兵的人就是这个样！”听，我的高音多么
嘹亮。

弟弟是个男孩子，却喜欢那些舒缓的军歌，比
如《相逢是首歌》：“你曾对我说相逢是首歌，眼睛
是春天的海，青春是绿色的河。相逢是首歌，同行
是你和我，心儿是年轻的太阳，真诚也活泼……”
我总“耻笑”他没有男子汉的气概，他反驳说男儿
更应有柔情满怀。

妹妹不似我这般“刚烈”，她喜欢唱那种动情的
军歌，一曲《为了谁》，常常唱得我们泪光盈盈。“泥
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
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
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
时归……”

母亲不喜欢唱军歌，她说她五音不全，怕好歌也
被她唱跑调，但我们都知道，她才是父亲此生最亲密、
最长久的“战友”。“多年过去，我们战友大多回了家
乡，有了自己的工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多年以后，
那些平平淡淡的日子里，是否还能想起我，曾经同甘
共苦的战友……”父亲满怀着对“战友”的深情，唱起
了我们家庭军歌会的最后一支歌。

一首首军歌，声声唱出的都是军人的心里话。

票共计6枚，我亦妥为珍藏，并经常拿来细细品读。尤
其建军节到来的时候，最爱翻阅英雄人物杨子荣穿林海
的雄风，并时时激励着我奋勇向前，思想走进了那样的
历史场景中，总是不想走出来。

我还珍藏了一套2002年8月1日中国邮政以“人
民军队早期将领”为主题发行的纪念邮票一套，共5
枚，分别是黄公略、许继慎、蔡升熙、韦拔群和刘志丹
五位早期军队将领形象。还有一套邮票，是2012年8
月1日发行的“人民军队早期将领”纪念邮票，图案分
别为赵博生、段德昌、谢子长、曾中生和董振堂（八一
建军节纪念邮票图三），都完好地保存在我的集邮册
里，更扎根在了我的脑海中。

八一建军节纪念邮票是我的珍藏，从一枚枚小小
的邮票中，我看到了中国军魂，并向中国军人表达我
深深的致敬。

（图一）

（图二）

（图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