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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煤海副刊

父 亲 出 生 于 1951
年，对于那个时代出生的
人来说，大都有过军人
梦。我的姑父是一名军
人，参加过上甘岭战役，
他经常给我父亲讲打仗
的故事。父亲每每听得
心潮澎湃，恨不得立刻持
枪上战场杀敌，参军的信
念也越发坚定。

父亲酷爱读书，白天
上学或者帮家里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晚上才有
时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
读书。由于光线暗，读书
姿势又不正确，等父亲到参军的年龄
时，眼睛近视了。到了征兵时间，父亲
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报了名，却因为近
视没有通过体检，这成了父亲一辈子
的遗憾。

虽然没能参成军，但是父亲一直
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父亲唱军
歌，走正步，按照姑父的指点制定了训
练计划，还自制了一支木头步枪。

有一天，村里一户人家傍晚从田
间回来，发现家里进了小偷。男主人
大声呼喊，邻居听到后，都从家跑出
来。小偷受到惊吓，仓皇失措，慌不择
路，跑进村旁一块玉米地。村民越聚
越多，团团围住玉米地，可玉米长得一
人多高，谁也不敢进去，生怕小偷狗急

跳墙伤人。这时候父亲来
了。他毫不犹豫钻进了玉
米地，没过多久，便押着一
脸沮丧的小偷走出来了。
父亲平日坚持不懈的军事
化训练终于有了展示的机
会。他的勇敢，博得了乡
亲们的掌声。

1995年夏天，经常大
雨倾盆。父亲为此忧心忡
忡，担心内涝发洪水。一
天夜里，又是暴雨如注，父
亲彻底坐不住了，穿了一
件雨衣，拿了手电筒，守在
村西河边监视水情。后半

夜河水猛涨，倒灌进村里，父亲冒雨挨
家挨户把人喊醒，帮助村民转移。虽
然水位最高时淹没了窗户，但是因为
父亲的及时通知，村里没有出现人员
伤亡。由于父亲不在家，我家转移时
比较慌乱，鸡笼没有打开，一窝鸡被生
生淹死。后来我调侃父亲：“爸，人家
部队抗洪，出动几百上千人；你可好，
一个人就把洪抗了，应该让部队给你
发一个奖章。”父亲只是淡然一笑。

前年父亲生日，一家人聚在一起
庆祝，我和妹妹感动于父母这么多年
来的相濡以沫。父亲难得幽默一回，

“你妈是共产党员，我是‘军人’，军人
永远忠于党嘛。”话音刚落，屋子里响
起了幸福欢快的笑声。

南昌城的枪声
点燃希望的曙光
从此，八月被浩荡的清风
翻阅成红色的记忆

云石山的军旗
掀起长征的序幕
从此，八月被仰望的目光
凝视成崇高的军魂

跋山涉水，披荆斩棘，枕戈待旦
军号，一次次吹响前进的号角
战士，一次次在战火中冲锋陷阵
一簇簇橄榄绿，铸就不倒的长城

八一，是一腔报国的热血
染红湘江，染红赤水，染红泸定桥
染红胜利的旗帜
染出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

八一，是一种永不磨灭的精神
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
革命之烈火，威武之雄师
一路走来，一路壮大

八一，是祖国挺直的脊梁
戍守边防的身影
在刺刀与冷月的对峙中
用热血与忠诚，写春秋
用使命与正义，树丰碑

我那当兵的兄弟
身高不足一米七
那一年，他去兵营
出了村口
弱小的身体
很快消失在苍茫大地
远在边疆守卫多年
他时常说，渴了
就捧起一堆雪
我问他这雪口感如何
他在电话那头笑着说
有一丝丝甜
上次他回家探亲
酒过半巡，我说兄弟
你肯定吃了不少苦
他说不苦，穿上军装
就忘了一切
我抬起头，看了又看
他目光坚毅的模样
好像一座大山

记得我九岁那年暑
假，天像破了一样，连着下
了三天三夜的暴雨，平地
都是脚脖深的水。更为不
巧的是，上游水库也满了，
怕库坝崩溃造成更大灾
害，要开闸放水。为了以
防万一，县城的部队派出
了全部解放军，和村里青
壮年人一起日夜看护河
堤。

一天深夜，我正在熟睡，忽然被门
外的吵闹声惊醒：“河堤有危险，大家
赶快撤离，千万不要在村里呆了！”母
亲顿时慌了，赶紧叫我起床，又匆匆忙
忙收拾衣物。正在这时，有人敲门，母
亲开门一看，是一个解放军战士。他
满脸稚气，浓眉大眼，表情沉着。他一
进门就说：“大娘，指导员让我们来帮
助老乡撤离，赶紧走吧！”说着就过来
背我。母亲说：“再等会儿，让我把家
里的粮食放好，再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和粮票。”他却说：“时间来不及了，什
么也别拿，人命要紧啊！”说完背着我
就往门外走，母亲只好拿了一把伞跟
了出来。

大门外，雨还在下着，一点儿也没
有收敛的意思。路上人很多，孩子哭
大人叫的，喧闹而不乱，村里人都在解
放军的帮助下蹚着水往前走。积水已
到了膝盖，到处都是漆黑一片，只有闪

烁的手电筒发出微弱的
光。背着我的解放军战士
一步三滑，有时几乎要摔
倒。我吓得大哭起来。母
亲扶他，他却说：“大娘，路
不好走，你别管我，没事，不
会摔着你孩子的！”母亲把
伞往他头上移，他执拗地
说：“大娘，我的衣服反正已
经湿了，你还是挡着你和孩

子吧！别让孩子感冒了！”母亲问：“我
们这是往哪儿去呀？”解放军战士说：

“村北不是有个小山坡吗？指导员都
安排好了，先把老百姓送到那里，然后
部队派车接你们到军营。”

这时，母亲拍着我的背说：“孩子，
别哭，有解放军背着，怕啥？”听了母亲
的话，我就渐渐不哭了。在解放军战
士的背上，我觉得像在摇篮里一样，竟
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等我醒来，太阳竟然出来了。我
看看四周，发现窗外飘扬着鲜艳的军
旗。我问母亲这是哪里。母亲告诉
我：“这是部队的大礼堂。孩子，你知
道昨晚上那个解放军战士背着你走了
多长时间吗？整整四个小时啊！我一
问，他才比你大六岁，要是在家里，还
是个孩子呢。”

三十多年过去，我总也忘不了那
位解放军战士宽厚而又温暖的脊梁
……

离开军营多年，最让
我不能忘怀的，便是当兵
时叠的“豆腐块”被子，小
小的“豆腐块”看似不起
眼，却饱含着军人的信仰。

初入军营，班长给我
们讲日常的纪律规范，讲
军队的优良传统，最后便
是教我们如何叠“豆腐块”
被子。只见班长先将被子
的一端压平压实，用手丈
量了一边的尺寸，用手抓
出一个小槽，将被子的一
端翻上整理；随后又将被子的另一端压
实、抓槽，翻上整理好；再将被子的中间
压实，继续抓出小槽，将两边翻上，然后
整理，全程只用了不到三分钟，一床规
范的“豆腐块”被子就叠好了。一股军
队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从那时起，我
便相信“豆腐块”被子中有军人的信仰。

此后的几天，叠“豆腐块”被子便成
了大家日常的“修行”，但我却进行得并
不顺利，叠出的被子总是不合格，为此
也经常被班长骂。后来一有空闲的时
间我便练习叠被子，终于叠出了一床规
范的“豆腐块”被子。

每天起床后都要拿出三分钟来叠
一床“豆腐块”被子，偶尔叠一次肯定没

问题，但是天天叠需要的
就不仅是耐心了，更是一
种信仰——吃苦耐劳、坚
韧不拔、规范严谨的信仰，
这正是“豆腐块”中的信
仰，也是军人的信仰。

后来我退役了，什么
都没从军营带走，但那“豆
腐块”中的信仰却永远留
在我的心中。每天起床
后，看到不整齐的被子，
我的心头就涌起一股冲
动，便开始叠起“豆腐块”

被子。看着叠好的“豆腐块”被子，我便
想起了那段挥洒青春热血的军旅生活。

再后来我有了儿子，我也教会了他
叠“豆腐块”被子，这被子里的信仰也渐
渐在儿子心中扎根，鼓励他勇敢向前
进，在人生的旅途中无愧于心。

儿子即将进入部队，我给儿子收拾
行李，他对我说道：“爸，别忘了怎么叠
被子，等我服役回来，咱爷俩来个叠被
子比赛。”这就是两个男人间信仰的约
定。

“豆腐块”被子作为军营生活的象
征，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激励我在困
境中坚韧不拔，在失望中重振信心，在
生活中严于律己。

军旅岁月，燃烧着青
春热血，每每忆起，心中都
会激起无限波澜……

那时的我们，还是十
七八岁的毛头小伙，个个
身材笔挺，英姿飒爽。时
常，部队会组织我们进行
野外拉练，徒步上百公里，
紧急集合，风餐露宿，都是
常态。我们不以为苦，反
而乐在其中。

有一夜，我们在汉江
谷城港的松林里野营。月
影轻盈地投向江面，蜿蜒
的支流在夜风中漾起一圈
圈银色的光晕，你追我赶
地向前涌去。我们从黛青色的大山深
处走来，跨过铁路桥，行进在江边沉睡
的港湾，匆匆的脚步与阵阵的虫鸣，组
成一支美妙的宿营曲。

错落有致的野战帐篷连绵起伏，战
友们围在一盆香甜可口的饭菜旁，填补
着饥饿的肚肠。尔后，我们三三两两来
到江边，捧起清清的江水，洗濯尘灰和
疲惫，洗涤嘴边不知何时冒出的一缕软
软的胡须。欢歌笑语，无意间熨平了江
面微微皱起的圆圆月痕，江中的导航船
也渐渐溶入雾霭低挂的夜色之中。

涛声依旧，夜风携清凉而来。帐篷
里的战友们在军号响过后，酣然入梦，
几颗不眠的星星，在港湾上空眨着好奇
的眼睛，欣赏着这独特的风景。怎么梦
中还会发出笑声呢？是梦见了故乡的
白杨树？还是梦见了父亲正在吆喝的
那群撒欢的牛羊？

暮色的夜依然好凉啊，薄薄的军被
已无法抵御阵阵袭来的寒意。月上中
天，我穿衣从帐篷里钻出来，接过哨兵
手中的钢枪，一次次抚摸着冰冷的枪
刺，蓦然感受到了它的温度，掂量出它
那不一般的份量。

夜晚很静，静得几乎听不到一丁点

声音。连月光挪移的脚
步，甚至波浪轻轻地声
音，似乎都可以听得
见。我也慢慢地进入梦
乡。突然，耳边响起紧
急集合声。我急忙睁开
双眼，却见黑暗之中，我
身旁的兄弟，睡得正酣，
嘴里却发出极响亮的军
号声。其他的战友也被
惊醒了，发现根本不是
什么紧急集合，又气又
好笑。直接把“吹军号”
的兄弟揪起来。迷迷糊
糊中，他还问我们：“要
紧急集合吗？”大家不禁

都笑了。多少年过去了，关于“紧急集
合”的故事，一直是我们的笑谈。

有一次，我们要赶往某地，走了一
天，人困马乏。及至深夜，部队宣布休
息十分钟。很多人直接坐在林子里。
我也直接坐在地上，尽管只有十分钟，
却美美地睡了一觉。等到再次出发时，
才发觉自己的裤子上似乎沾了什么东
西，再一闻，臭烘烘的，原来，我躺在牛
粪上睡着了。这一“光荣事迹”也成了
战友嘴中的笑谈。

野营时，我们还会担任警备工作。
当战友们睡着了，我举着枪，静静地守
候着深夜，守候着平安，盼望着黎明。
万籁俱寂时，月光就成了我最忠
实的朋友。它静静地陪伴着
我。那时，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
浓浓的自豪感，因为我能在大地
沉睡之时，守卫着普照神州的月
亮，守卫着霞光万丈的清晨，
从大山的背后慢慢地醒来
……

野营之夜，就是这样在记
忆里褪去了艰辛与
汗水，而渲染上了温
暖、欢快的色调，久
久弥漫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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