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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叔的军歌真嘹亮
王国梁
奶奶总说，自从二叔当兵以后，家里的日子才有
了光亮。在奶奶看来，二叔当兵这件事好比分水岭，
给家里带来了好兆头，从此日子慢慢好了起来，所以
她总把“你二叔当兵以后”这句话挂在嘴边。奶奶的
感觉一点没错，但她没有多高的思想觉悟，只是迷信
地以为二叔当兵带来了好运。现在分析，二叔当兵
后，把部队的精气神带回家，这种良好的“磁场”给
家里带来了好运。
二叔从小喜欢唱歌，当兵以后，他的军歌随口就
来。二叔的军歌真嘹亮，《我是一个兵》《一二三四
歌》《咱当兵的人》，二叔唱起来字正腔圆，铿锵有
力。二叔唱军歌特别有意思，他从来不会像别人一样
一边做事一边小声哼唱，只要唱军歌，他无论在做什
么，必定要“刷”地站起来，挺胸抬头，神情激昂，
放开喉咙，唱它个震天动地。大家经常会被二叔的歌
声震撼，“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二叔嗓
音高亢，唱军歌很有感染力，让人想到军营里那令人
振奋的场面。
二叔偶尔回家，他闲不住，干起农活一马当先。
我们都喜欢跟二叔一起干活。休息时，二叔会唱上一
首军歌。说来奇怪，只要听二叔唱军歌，我们一身的
疲惫就会一扫而光，很快精神抖擞起来。二叔还给我
们讲军队的生活，孩子们听了无限向往。在二叔的讲
述中，部队生活虽然艰苦但到处是昂扬向上的氛围。
这一点，我们通过二叔的歌声就可以听出来。

电话：
（0798）8281160 邮箱：dushuying321@sina.com

龙珠阁

那次二叔回家，正赶上我家盖新房子。农村盖房
子为了图吉利，上梁时要放鞭炮。放完鞭炮，二叔跃
跃欲试：“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来唱首歌吧！”大家热
烈鼓掌，没有什么比二叔的军歌更能表达欢乐喜庆之
情了。二叔唱的是 《打靶归来》，“胸前红花映彩霞，
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他的歌声里充满欢乐，极
富感染力，大家忍不住跟着唱起来。那场面，真叫一
个喜庆热闹！唱完歌，帮忙盖房子的村民干得更起劲
了。我家的新房子，在二叔嘹亮的军歌中盖了起来。
后来，二叔复员转业，在当地的政府部门工作。他
身上严谨认真、吃苦耐劳、勇于担当的军人作风，让他
很快在工作中脱颖而出。不久后，二叔成了单位的一把
手。二叔依旧喜欢唱军歌，他说军歌能振奋士气，他会
带出一只过硬的队伍。二叔还带着全单位的人一起唱
《团结就是力量》，这件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二叔的军
歌唱得好，他的工作做得更是顶呱呱。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
“咱到了哪儿都不会给军人丢脸！
”
如今，二叔退休了，可他依旧在发挥余热。他在
有需要的地方当志愿者，还给当地的小学生进行爱国
主义宣讲。二叔爱唱军歌，走到哪里唱到哪里。是
啊，就像二叔说的，人老了，军歌永远不会老。
当过军人的二叔，唱着嘹亮的军歌，铿锵有力地
走过生命中每一段闪亮的日子。他的生活，总是那么
昂扬向上，那么充满力量。我真心希望，二叔的军歌
永远嘹亮！

当兵的人

我也当过兵

马从春

张绍国

解放前
当兵的人是我爷爷
走过长征打过鬼子
一双破草鞋和小米加步枪
赢得了新中国黎明的曙光
小时候
当兵的人是我爸爸
一身橄榄绿的军装
一杆保家卫国的钢枪
让我在小伙伴们面前
抬起骄傲的脑袋
心中有了小小的梦想
长大后
当兵的人是我自己
稚气未脱走进绿色军营
摸爬滚打百炼成钢
抗洪救灾显身手
地震救援心不慌
而如今
我脱下了心爱的军装
可心儿还是与从前一样
为人民服务听党的话
紧握当年的信念和理想

30 年前，我当兵新疆
西域巩乃斯的
苍茫、雄浑和壮美
陶冶了我青春的情操
巩固了我对军营的爱
四年如一日
为做一个合格军人
我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
500 米障碍如猿猴上树
穿山甲遁地、羚羊过涧
枪法练得指哪打哪
从无虚发，人称神枪手
被子叠得像豆腐块
内务不输女兵
我在草原上牧过马
我在深山里拾过柴
我在风雪夜抢过险
我在赤日下助过民
我经历了一个军人
应该经历的一切
所以，我可以自豪地说
我也当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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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亲如兄弟
尚庆海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战友
军营是我们的家
我们都是祖国的儿女
哪怕我们天各一方
相距千里
就算我们地位悬殊
富贵平民
我们是一生的战友
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
我们曾同吃一锅饭
我们曾同举一杆旗
我们永远是一个钢铁集体
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

我们都有钢的坚强

铁的意志

我们身处在哪里
哪里就充满阳光

充满正义

唱一句“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我们的力量就会紧紧地
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我的参军梦
唐颖中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

（苗 青 摄）

老班长，姓王，是我的一位远
房亲戚，住在老家对面村子，一个
山清水秀的小地方。他的大名，村
民已经记不太清。对于我们小辈来
说，更是不清楚。自我懂事起，他便
一头白发，但虎背熊腰，走起路来
一阵风。
据村里老人说，老班长年轻
时是方圆几里的好后生。那时候，因为家境贫寒，农
村的孩子几乎没上过学。老班长父亲去世得早，上有
大哥、下有弟妹，靠母亲拉扯大，十六七岁就跟着当
地的一名老木匠学徒。到十九岁那年，被国民党部队
抓壮丁离开了家乡，失去音信好多年，他母亲没少哭
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一天他突然回到了家
乡，而且是公社干部敲锣打鼓送到家。他身穿解放军
制服，胸前还佩戴一枚勋章，由老母亲领着，与村子
里的男女老少一一打招呼。当时他大哥早已成了家生
了孩子，小弟在县城读初中。看着母亲满头白发，想
着母亲这些年吃的苦，老班长潸然泪下，在老母亲面
前长跪不起——
小山村出了个战斗英雄，村子里好像过年一样热
闹，接下来的几天日子，至亲家里轮流请他吃饭、做
客。当时条件苦，说是请客，实际上也没什么东西
吃，但是对于老班长来说，乡亲们的欢声笑语让他游
子般孤寂的心变得温暖起来。有时间，周边几个村中
小学校也会邀请他为孩子们讲讲抗美援朝的故事，大
家这才断断续续了解了他的经历。抗战胜利后，老班
长随国民党部队转战东北。四野部队解放了东北，他
所在的部队投诚后，被编入了解放军驻守在东北松花
江畔。本来想等到全国解放后可以回家种地、成家。
可天不遂愿，随着美国悍然发动朝鲜战争，他所在的
部队跨过了鸭绿江，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老
班长所在的运输部队参加过几次战斗，他多次带领全
班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成功地躲过了美军和南韩部

老

班

长

韩洋子
队的阻击和轰炸。他入了党，荣立过三等功，大腿和
腰部却留下了三块没有取出的弹片。一旦遇到天气变
化，身体就会疼痛好几天。
本来，公社想安排老班长到大队当大队长，但老
班长说自己没读过书、识不了几个字，怕影响大队工
作。好在老家煤炭资源丰富，早期有几家社办、县办
煤矿。考虑到他身体原因，当地政府安排老班长在一
家社办企业上班，负责为煤矿剁料，每天工作八小
时，不用三班倒，不用下井。休息的时候，他就义务
为村里修修农具，免费为左邻右舍打桌椅板凳。其
时，他弟弟在县里工业部门当了一个头头，几次想把
他安排到县办企业上班，让他轻松点。他都以年纪大
了、没有文化为由推脱了。到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
联产承包制，家家户户分了田地。老班长的大儿子早
已学徒出师成了家生了小孩，女儿也出了嫁，二儿
子、三儿子还在读书，家里十多亩田地要打理，老班
长变得更忙了。老班长家住在我们上学的必经之处，
上下学经过他村子，总会看见老班长在田间地头辛勤
的劳作，但明显觉得他的身子没有以前挺拔，头发也
变得稀疏起来。每次遇到他，我都会叫他一声老班
长，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仔仂，真懂事。记
得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哟。”夏天，他有时会到菜
地里摘个香瓜给我带在路上吃，秋天又会掰根甘蔗送
给我。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围着他，听
他讲战斗故事。
记得那时，我们家里兄妹五人读书，全靠几亩田
地的微薄收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亲就在自留地

我 18 岁那年，在一个偏僻的乡村插队。知青小组两
个同伴，尽管农活繁重，尽管生活艰苦，但正值花样年
华的我们，对“远大理想”无不憧憬和向往，“参军”，
最令我魂牵梦萦，也是我们三个知青共同的向往！
机遇终于垂临，那年冬季的一天，大队传来征兵的
消息，这简直叫我们欣喜若狂，次日，怀揣大队介绍
信，徒步 30 多里路赶到公社报名应征。
负责登记的干部看过介绍信，递给我们每人一张表
格，我们仔细填写后，他拿在手上理齐：“就这样，你们
先回去吧，等候通知体检。”出了公社，我们三人默不作
声，仿佛觉得明天就要各奔东西，不知是谁提议“我们
照个相吧”，于是在镇上的一家照相馆合了影，照片上还
不忘题上“青春似火”
。
回到队里，我们便盼望着通知，等了一天又一天，
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大队民兵营长。他将我们三人叫到
一起，说：“小林、小周你们俩准备一下，明天上县里体
检。”“我呢？”我急不可耐地问，营长示意我跟他走到屋
外，沉默良久，我陡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营长终于吞吞
吐吐：“因为家庭成分，你被刷下了……”我听后，气得

种点时令蔬菜，母亲隔天去市场卖菜补
贴家用。但每年春秋开学之际，五个人
的报名费总是没有着落。秋季开学前的
一大早，帮母亲挑菜去矿区市场卖，大
老远看到老班长在路边菜地忙活，便主
动和他打招呼，不曾想遭到母亲的严厉
批 评 ：“ 仔 仂 ， 你 读 书 读 到 背 上 去 了
吧，要叫爷爷，老班长不是你随便叫
的。”看到我委屈的样子，老班长放下锄头，走过来
摸了摸我的头说：“不要紧的，叫我老班长，我觉得
亲。”他又回过头对母亲说：“侄媳妇，马上开学了，
我放了点钱在你婶子那里，我天天上班不在家，你卖
完菜回来顺便到婶子那里拿，让几个小鬼早点报名，
不要误了孩子。”说完，老班长转身迈进了菜园，但
我分明看见母亲的眼睛里变得湿润起来。
1983 年，我进县城读了高中，后来考取大学在
外乡工作，离开老家三十多年了。但记得，我考取
大学那年，父亲特意推着土车去接老班长来吃喜
酒，那次他开怀畅饮，兴致特别高。他七十寿宴的
那次，我和母亲去看望他老人家，感觉他一下子老
了许多。
这些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退伍军人帮扶政
策，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军人的关爱。前几年，党中
央、国务院又自上而下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局，专门
负责退伍军人一切事务，引导全社会关爱军人、崇尚
英雄，让共和国军人感到无比荣光。可惜的是，老班
长在五年前因病离世，享年八十九岁。每次和家里人
谈天，从来没有听说老班长要打听什么退伍军人待遇
的事。老班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想想那些在战场上
倒下的战友，我已经很知足。他们那代人尽管没有读
过书、不识字，但他们识大体、顾大局，历经了无数
次生与死的考验，早已与国家融为一体，用一生诠释
了没有国哪有家的朴素情怀。
每次从老家看望父母归来，时不时地会在梦里浮
现出村头的那条小路——

搪瓷缸里的军营味道

我喊老公的父亲爹，喊我父亲爸，
为了
双方老人同时在场时能对号入座。
爹，当兵出身，不善言谈。退伍后被安
置在镇供销社工作，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
5 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所以爹比一
般人要节俭。子女长大成家后，
爹还是坚持
朴素的作风。
爹喝水一直用一个旧搪瓷缸，表面早已斑驳，缸子
漏水了，爹便用锡焊一下，几十年下来，搪瓷缸上补的
补丁就有好几处。
上次回家，我去商场花了 400 多元买了一个保温杯
送给爹。爹收到保温杯后很开心，但过后我发现他根本
就没有用，还是每天捧着他的旧搪瓷缸喝茶。
我知道爹节俭惯了，不舍得用新的。一天，见他不
在，我悄悄把那个旧搪瓷缸给扔到了街口的垃圾箱里。
一会儿，爹回来了，到处找他的搪瓷缸，我忙取出
新买的保温杯给他泡了一杯热茶，他摆手说，用不习
惯，还是老物件顺手。
我只好坦白，搪瓷缸被我扔掉了。爹听完火冒三
丈，冲我吼道，
谁让你乱扔东西的，
赶紧给我找回来。

马海霞

我委屈地掉了眼泪，婆婆看到后，边骂爹是个老顽
固，边出去找那个搪瓷缸了。
好在那个搪瓷缸还在，爹的脸色稍微转晴了点，他
拿着搪瓷缸到水龙头下洗了又洗，冲了又冲，足足冲洗
了十几分钟，然后宝贝似的捧到茶几上，将保温杯里的
茶水倒入里面。
那天，爹一个人独坐在沙发上，端着搪瓷缸喝茶、
发呆，
任由婆婆吵了他一下午，
一句话没说。
我第一次见到爹发那么大脾气，以前爹在我的印
象中，是位非常慈善的老人，虽然他自己不舍得吃穿，
但对我却特别大方，每次发了工资都让婆婆偷偷塞给
我一些零花钱，他说儿媳中我离家最远，他和婆婆得偏
看我一眼才行。

可那天，爹却因一个破搪瓷缸
和我翻脸，虽然事后婆婆为这事和
爹吵了一架，替我找回了公道，但
我心里还是憋屈。
晚上吃饭时，爹打开了话匣
子，讲起了搪瓷缸的故事——
原来，这个搪瓷缸是爹退伍时
一位战友送给他的礼物。
离别部队那天，他们几位一起退伍的战友交换礼
物，把各自在部队用的搪瓷缸送给对方，笑谈，日后每
次喝水时端起搪瓷缸便能记起战友。
爹说，他每次端起搪瓷缸便想起在部队的那些日
子，想起过去的那些战友，这个搪瓷缸凝聚着一位老战
士的爱国情怀，承载了太多太多军营的记忆。
听 爹 说 完 这 些 ，我 也 释 然 了 ，那 个 搪 瓷 缸 上 的
字 虽 然 磕 碰 掉 了 一 些 ，但 仍 然 可 以 辨 出 上 面 印 着
“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某 某 部 队 ”，有 它 在 ，爹 的 回 忆 便
有了根。
旧搪瓷缸承载的不仅是军营的味道，它还承载了
一位老战士艰苦朴素的家风。

朝身旁的一棵小槐树连击三掌，震得树叶直落……我在
心底不住地发问：
“成分不好，难道是我的错？”
我的参军梦想就这样破灭了，小林和小周穿上军装
英姿飒爽地离开了知青小组，知青小屋空寂寂地留下我
一人。营长时常来看我，和我谈心，带些自家的菜来给
我，并且让队里多安排些轻点的农活儿给我做。的确，
在我迷茫困苦无助的时候，营长给了我许多的安慰和鼓
励，使我沮丧的心灵存留起对“前途”的企盼。“贫下中
农”并不因为我的家庭成分而奚落鄙夷我。三年后，在
全大队仅有一名招工名额的情况下，毅然推荐我招工，
回了城。
那次参军不成的屈辱，深深刺痛了我的自尊心，在
我的心底留下了阴影，我不止一次地抱怨父亲，而父亲
则总是一脸的无奈。
当时光流进 20 世纪 80 年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国家政治豁然清明，我的两个弟弟很幸
运，相继如愿走进了军营。“参军”于我已成憾事，但
是，值得慰藉的是朗朗阳光，早已驱去我心底的阴影，
而且不再复现。

二爷是个老八路
刘明礼
随着抗日的烽火，在我们那个不足千人的小村，也诞
生了我县第一个红色党支部，我二爷便是发起者之一。秘
密发动群众，斗地主、打土豪、除白匪，点燃了革命的星
星之火。
白狗子听说我们村有地下党，展开抓捕行动。二爷在
乡亲们的掩护下，连夜离开村子。敌人没抓到我二爷，气
急败坏，把我爷爷奶奶捆绑起来，吊在村子里的大槐树上
严刑拷打，逼问二爷的去向。爷爷奶奶誓死不屈，被活活
打死。为雪国耻、报家仇，二爷和两个伙伴，毅然参加了
八路军。
二爷随大将陈庚领导的八路军第 4 纵队，转战晋南一
带。已经是连长的二爷，在“百团大战”中立下过赫赫战
功。1947 年，二爷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
战军主力，南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战上党、逼潼
关、攻洛阳，参加了生擒国民党第 19 军军长史择波、歼
灭“天下第一旅”、打垮整三师“李铁军”等著名战斗，
一路打到大西南。由于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二爷打一仗
进一步，成为了团参谋长。解放后，二爷落在了昆明，在
昆明警备区副司令员的位置上离休，享年 84 岁。我参军
前，家里还保留着刘、邓当年写给地方政府，指示照顾好
刘仕才 （我二爷） 家人的亲笔信。
1976 年 ， 二 爷 回 过 一 次 老 家 。 那 一 年 ， 我 刚 上 初
中。打小就听父亲和乡亲们讲二爷的故事，第一次见到
他，心里既自豪又激动。二爷特别随和，坐在我家的院子
里，和乡亲们攀家常，给孩子们发糖果，给大人们递烟
卷，还送给我一个绿军挎。在那个年代，能拥有一个军用
挎包，是令多少人艳羡不已的事情啊！乡亲们纷纷请二爷
到家里吃饺子，学校请二爷去给学生们讲战斗故事。二爷
是我们家族的骄傲，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全村人的光
荣！
临走，二爷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做
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朴实的话语，激励着我的一生。
我暗自发誓：一定不辜负二爷的期望，立志成才、报效国
家。长大后，我也要当解放军！
虽然我只见过二爷这一面，但我的红军爷爷，却影响着
我的一生。我时刻不忘，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二爷他们
那一代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应该倍加珍惜；我时刻不忘，
我出生在红色家庭，我是红军的传人；我时刻不忘，老一辈
对我们寄予着厚望，我们还肩负着历史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