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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橄榄绿，我永远的梦
□ 李剑

孩提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长大后成为一名军人，这个愿
望一直持续到参加工作后。如
今我已年过半百，那个橄榄绿
色的梦仍萦绕在心间，那苍翠
欲滴的橄榄情时时激荡着我的
心，引领着我勤奋工作，奉献
不辍。

童年时期的我最喜欢看战
斗故事片，一场电影我能看上
三遍五遍，经典台词倒背如流，
故事情节熟记心间。看完电影
《闪闪的红星》后，为了得到一
枚红五星，我哭着哀求了爸爸
三天。疼我的老爸经不住我的
软磨硬泡，终于托人从县武警
中队求得了一枚红帽徽。当我
手捧那枚熠熠生辉的红星时，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把它
小心翼翼地别在胸前，越是人
多的地方我的胸膛挺得越高，
就连晚上睡觉我也放在枕头
下，生怕离开我半步。这枚红
星伴我度过了童年的好时光，
它启迪了我从军的梦想。

高中毕业的那年，正值对
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的时刻。多
少次，我幻想着那没有牛仔裤、
连衣裙、蝙蝠衫的绿色世界，想
念着那些没有见过面而本来可
以成为战友的军营男子汉。他
们不留恋家的温暖，不迷恋姑
娘的花容月貌和含情脉脉的
笑，抛开了“白兰地”“迪斯科”，
毅然选择了“红领章”“绿军装”

“半自动”和“光荣弹”，住进了
新式保险柜——— 猫耳洞。在刚
刚走向成熟的时候，他们就接
受了战火的洗礼。

不是有人拜倒在高仓健、
周杰伦的脚下吗？同他们比，
我更崇拜朱德、贺龙、梁三喜！
他们的心胸能容纳下世间的河
流山川，他们是沙场的战神，他
们才无愧于男子汉的称号！“生
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永远值
得自豪”，我没有什么鸿鹄之
志，更不敢奢望名垂千古，只是
想获得一点点骄傲的资本，因
为我知道好男儿的一腔热血是
应该与共和国的土壤融为一
体的。

小时候淘气，不小心把脚
趾甲碰揭了，鲜血淋漓，我咬着
牙，硬是把它拽下来，伙伴们都
吓得闭上了眼，我却强忍着没
掉一滴泪。可不知道为什么，
看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时我竟
泪如泉涌，几次哭出声来。私
下里，我不止一次地骂导演谢
晋心太狠，不该让连长三喜“光
荣”。后来我明白了，原来战争
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一场激烈的竟争无情地击
碎了我少时绚丽的军营之梦。
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人家都说我是幸运儿，我却偷
偷地流泪了。的确，小学—中
学—大学，我是一路绿灯，而这
幸运中却又包含着我二十岁以
前最大的不幸——— 那身着橄榄
绿、骑着骏马、手握钢枪巡逻在
祖国边防线上的梦，真的成了
梦。对于失去那些淡蓝色的、
玫瑰色的、泛着夜来香味的梦，
我似乎并不在乎，遗憾的是我
从此也失去了对“将军”身份的
憧憬。尽管我在报考志愿第一
栏就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军

校”，但却没能如愿，成绩单宣
布了我与“战神”无缘，命运之
舟把我载到了蒙山脚下的师范
学校。我曾多次为自己失去了
在亚热带丛林中浴血奋战的权
利而悲叹，没能亲临疆场，只能
从影视中目睹战神咆哮时的情
景，以慰藉那颗负疚的心。

记得大一的那个寒假，一
名从军的同学回家探亲，我借
来他的军装穿在身上，对着镜
子左看右看，就是不愿脱下，快
门闪动的瞬间终于圆了我“从
军”的梦想。如今，这张泛黄的
照片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成了
我的珍藏。我的一位发小是南
海舰队“中华神盾”舰的舰长，
曾经三次执行索马里护航任
务，每次听他讲远渡重洋、搏击
风浪、勇斗海盗的故事，都由衷
地赞叹佩服。我曾多次去过他
们的军港，仔仔细细地参观过
这艘世界一流的战舰，它大大
提升了人民海军近海防御和远
海征战能力。我喜欢他一身戎
装的打扮，从头到脚都散发着
中国军人的威武霸气，我时时
为有这样一位高大英武的兵弟
弟而自豪，他送给我的舰模和
弹头一直摆放在客厅的最显
眼处。

前年出差新疆，在常年积
雪、空气稀薄的红其拉甫哨所，
我体验到了“千山鸟飞绝、万径
人踪灭”的旷境。在这茫茫的
雪域高原上，只有战士们身上
的橄榄绿昭示着生命的活力。
在和边防战士攀谈的过程中，
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刚
刚入伍的新战士在巡逻途中因

高原反应出现窒息，因路途遥
远，还没被送到医院就永远地
闭上了双眼。他才十八岁啊，
正该是充满青春梦想的年龄，
可是为了祖国的安宁，他却长
眠在了戈壁滩上的红柳树下。
我走到他的墓前，恭恭敬敬地
三鞠躬，献上了一束圣洁的雪
莲花，以表达无尽的敬意。在
那里，我找到了对无私奉献、坚
毅刚强的诠释，我知道了只有
我们的共和国卫士才是最可爱
的人。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屈
指算来，参加工作已过三十年，
工作岗位换了一个又一个，但
无论身在何处，从事何业，军人
一直作为榜样指引着我前进的
方向。我深深地知道，只有理
解了军人，才会明白应该怎样
在现实中寻找自身的价值，超
越了自我，才会实现自己的梦
想。不必高呼什么，也不必埋
怨什么，要踏实脚下的每一步，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苦，抗得
住挫折，在风风雨雨中坚实地
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蒙山巍巍，铭刻着革命先
辈的丰功伟绩；沂水悠悠，传递
着沂蒙人民生生不息的脉搏。
身为沂蒙儿女理应担负起建设

“大美新”沂蒙的重任，这样才
能无愧于人民公仆的称号；无
愧于从家乡走到边陲餐风露
宿、不怕牺牲的国门卫士；才能
使为国捐躯的英灵含笑九泉。

生命里没有当兵的历史，
永远是个缺憾。让我们为军营
里的勇士们喝彩，让那橄榄绿
色的梦永藏心间！

□ 王文咏
一场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

长津湖战役，改变了世界格局，
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
战争奇迹。军旅作家王筠倾心
创作的小说《长津湖》以写实的
态度、气势恢宏的笔调，通过全
景式描绘，向读者再现了这场
真实惨烈、艰苦卓绝、震撼世界
的长津湖之战。

1950年冬天，美国政府从维
护其全球霸权出发，武装干涉朝
鲜内战并派其海军第七舰队侵
入台湾海峡，不顾中国政府的严
正警告，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给我国东北边境地区人民生命
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9兵团战士与当时世界
上最精锐的美国海军陆战第1师
在长津湖狭路相逢。这样一部
史诗般的战争小说，并没有一味

去描写战争的残酷和血腥，而是
通过一群有着鲜活个性、生动活
泼的官兵形象体现我军大无畏
精神，书中曹连长、老王头、李大
个、吴一六、陈阿毛、孙友壮等鲜
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尽管
很多年轻战士明知前方等待自
己的是一腔热血的喷涌甚至生
命的付出，但仍然不失天真和幽
默的本性，使作品在宏大的战争
背景下，有了更多人间温情的微
观描写，使得每一个战士个体的
形象更为凸显，为他们后面悲壮
的牺牲场面作铺垫。

作品中，以营长吴铁锤、教
导员欧阳云逸为代表的志愿军
将士在几乎超出了人类生存极
限的恶劣环境下，穿着单薄的
衣裳，爬冰卧雪，忍受饥肠辘
辘，拿着手榴弹、爆破筒等简陋

的武器装备，冒着猛烈的轰炸
和密集的弹雨与武器装备精良
的美军英勇抗战。他们有时几
天几夜粒米未见，后勤保障严
重不足，却始终保持着高昂的
战斗意志，攻下碣隅里机场、智
夺死鹰岭、屈敌乾磁开、覆没黄
草岭等。当后来赶到1081高
地的美军抵达志愿军守卫的阵
地时，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
了：积雪覆盖的战壕之中，是一
具具中国军人僵硬的身体，他
们一个挨一个地卧在自己的战
斗位置……”此情此景就连美
军里兹伯格团长也肃然起敬，

“对着静静趴卧在阵地上的中
国人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长津湖战役成为朝鲜战场的重

要拐点，迫使美国军队经历了
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败退。作
品字里行间展现出中国志愿军
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和钢铁
般的意志，杀出了中国军人令
敌人闻风丧胆的威风。

掩卷沉思，我感到强烈伤
痛与震撼，我们一定要庚续红
色血脉，砥砺初心，从《长津湖》
这本书里寻找信仰之源，铭记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努力成为祖
国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
之材！

忠魂永念捍神州
——— 读《长津湖》有感

披挂着
岁月光芒的
旧军装

□ 胡春华
父亲在我的心目中，

永远都是一位不畏艰难
的开拓者。他像是一粒
平凡的石子，与同伴们一
起，在蛮荒之地铺就一条
条通往远方的康庄大道。

年少时，记得父亲最
喜欢穿一身蓝色的军装。
崭新的西服往往被搁置
在衣柜内，父亲常穿的是
一身洗得褪色的半旧军
装。他说，穿军装舒服，
心里也会觉得格外舒坦。

父亲说，想当年某单
位去东北招募工程兵的
时候，他是第一个去报的
名。后来，他终于如愿以
偿，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
装，成为了小伙伴们羡慕
的对象。于是，他当年的
几位发小纷纷也去报了
名，数天后，他们背着行
囊在父母闪烁的泪光中
踏上了远去的列车。

我见过一张父亲和
战友们合影的黑白照片。
那个时节应该是寒冬，父
亲和战友们穿着厚重的
军装，头上戴着御寒的棉
帽子，一个个目光坚定、
神情严肃地挺立着，眼神
中散发出青春的火焰。
照片的上方书写着一行
醒目的大字：六十九军合
影，至于具体日期已经被
我淡忘。

后来，父亲和他的战
友们被分配在铁三局建
筑处的工程单位。父亲
由此，开始了长达大半生
走南闯北的工程生涯。
哪里有工程任务，父亲的
单位就要到哪里去，一切
听从上级部门的指挥调
配。带走的是荒凉，留下
的是繁华，就是对那个时
代的工程人最真实的
写照。

难怪父亲一生都对
那身军装情有独钟。父
亲说，当初他那身军装，
也令我的祖辈们引以为
荣，就连邻居们也是啧啧
称赞。特别是当他穿着
军装坐火车去总部开会
的时候，就连列车员都对
他投来敬佩的目光。虽
然他后来不再是一名军
人，但是他始终都在以一
个军人的标准要求着
自己。

父亲如今已经退休，
可是他那一身身军装却
被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衣
柜里。

父亲看着那些披着
岁月光芒的旧军装时，脸
上的神情充满了向往和
豪迈，犹如面对着一枚枚
掩映在峥嵘烟尘中的军
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