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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民

�一
� � � �爆发，横空出世。

90年前的那个凌晨，一
粒犀利的枪声， 撕开沉沉的
黑夜，洞穿一切的恐惧、冰凉
和腐朽。

那一抹曙色，奋力上升，
露水，如花的绽放。

骄傲的八月呵， 倍儿滚
烫，倍儿燃烧，岩浆咆哮着，

浩浩荡荡，无坚不摧。
勇敢的心，蓬勃的旗帜，猎猎起舞！
清香，纯净，高傲，我们的鲜血，锋

芒闪烁，切割灵魂，擦拭信仰。

�二
� � � � 是什么， 喂养一种颜色赤诚的风
采？

是什么， 锻造一种颜色坚韧的品
格？

红枣是传家宝，它有些羞赧，和鸡
蛋、花生们挤在一只篮里，就这么点儿
意思，却激励一双布鞋，走遍了万水千
山。

小米，黄灿灿，笑盈盈，总是在刺刀
休息的瞬间，舔一舔、润一润那些泥土
愤怒的唇。

哦，秋风骤起，高粱们一穗穗垂落
于战士的肩头，它们憨着哟，也酣着，用
兄弟般的眼神， 打量着一种精神的高
度。

当然，还有辣椒，无论何时何地，都
在啃咬和咀嚼一些火焰的词句……

�三
� � � � 三湾，一个曲折的名字，一个反思
的名字，一个营养的名字，一个灵动的
名字，一个脱胎换骨的名字，从此，队伍
灌满铁的意志，血液坚定铁的方向。

火一样的城，吉祥的城，自然是瑞
金，因为苦难的感召，它每一垛墙，都昭
示一个梦想的幸福和绵远。

有一次撕裂的腹痛，被历史永远铭
记，那是湘江最伟大的分娩。

而遵义，不再迷惘，只是把自己的
手掌拍酸再拍酸。

而延安，在欢聚的泪光里，山丹丹
奔走相告，还有安塞腰鼓狂醉，酣畅淋
漓。

而北京，而天安门，英姿勃发，青春
逼人；向着太阳，庄严的步伐，是亿万次
雷电的碰响！

�四
� � � �只要把镰刀斧头安放心底，骨头里
的灯就能捻亮， 血液的言辞将无比深
邃。

清瘦，胜过一朵素净的莲。 面对刽
子手的凶，方志敏气色淡定：祖国啊，我
疼你的心，永不停息。

杨靖宇笑了，他知道，自己肠胃里
的草根树皮， 必将深深扎进鬼子的骨
髓；他知道，明天，白山黑水会更加郁郁
葱葱。

冷云也没有一丝犹豫， 子弹追上
来，尊严挺上去，八位姐妹，江面上八朵
娇艳的花，与千万朵浪花紧紧相拥。

还有， 董存瑞的呼喊超越云霄，邱
少云的胸膛稳如磐石，雷锋啊，你的容
颜，定格了春天最灿烂的笑靥。

啥样的姿势叫做热爱呢？就是举起

右手，紧握拳，凝视前方，脸膛铮亮。

�五
� � � � 真的，没有血性，武器就只能是幌
子。

一柄梭镖，多么朴实，因为思想的
打磨，总是不断超越美式和汉阳造。 如
今，即便躺在博物馆一角，锈迹斑斑，它
的沉静一旦触摸我们，我们的血立马站
立起来，很直。

大刀从来就暗藏着一股骨气和自
尊，它只要出离怒火，锋刃的寒光奋力
跃起，那些华丽的钢铁顷刻瘫痪。

所以，那么一支驳壳枪，20厘米或
30厘米长，足够了，这样一个长度，是
眼睛到死亡的距离，是正义到丰收的距
离，是“一九三一”到“一九四五”的距
离，是南昌城到北平城的距离。

把本质搞清了，胜利，其实特简单。

�六
� � � �哦，这就是我们的红！

看，红，昂起了头，正聆听鸽子的呢
喃，拥抱深蓝的旖旎，挥洒浩瀚的太空
诗意……

一切的风景， 是看得见的时间；一
切的时间，是看得见的风景。

一首歌， 从历史的迷雾中冲出来，
然后，和历史一起，熟了。

邓小鹏

爷爷去世10多年了， 留下的
唯一遗物是一枚纪念章。 纪念章
的正面铸着展翅飞向太阳的鸽子
图案和“和平万岁”四个字，背面
铸着“抗美援朝纪念”“中国人民
赴朝慰问团赠” 等字样。 睹物思
人， 难忘爷爷保持军人本色的人
生。

爷爷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
立过功，入了党，当过排长。 但复
原后，没向国家提出任何要求，就
在家乡心甘情愿地当农民。 爷爷
的屋里悬挂着发黄的十大元帅照
片，可是没有一张自己的照片。 爷
爷说话声音洪亮，干脆果断；走路
昂首挺胸，步履方正，冬天喜欢戴
一顶志愿军旧棉帽。 爷爷多么珍
惜他的军人生涯啊。

爷爷当了10多年大队民兵营
长，在那个“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的年代，爷爷的国防意识很
强。农闲季节，爷爷带领民

兵搞军训。大清早，晒
谷坪就响起了“一、
二、一”的操练声。 民
兵们双手握着木枪，
在爷爷的指挥和示范
下，杀声震天。这成了

我们小孩子看热闹的场
所，也成了我们模仿游戏

的内容。
小时候， 我经常和伙伴

们在田里拾稻穗。 有的小伙伴跟
在拿禾、递禾的爸爸或爷爷后面，
大人会故意遗漏一些稻穗， 让自
家的孩子捡。 可是我跟在爷爷后
面，怎么也捡不到一颗稻穗。 有一
次，快天黑收工时，小伙伴们筐里
的稻穗满满的， 我只捡到半筐稻
穗，怕回家妈妈骂我，我也学着伙
伴们在稻堆上偷稻穗， 可刚偷了
一把，就被爷爷发现了。 爷爷狠狠
地训斥了我一顿， 要我把稻穗退
了回去。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占
小便宜了。

有一年插秧， 生产队插了几
块田的糯禾。 公社干部下来检查
发现了，说是搞资本主义享受，逼
着队长带领社员全部拔掉。 爷爷
理直气壮地说：“老百姓从年头累
到年尾，过年时，分点糯谷打糍粑
吃，有什么不对啊？ 要批斗，要游
乡示众，我去！ ”硬是把公社干部
顶了回去。 后来，公社知道爷爷的
经历，也只好罢休。

队里的苦活、累活，爷爷总是
带头去干。 夏天，收割稻谷，到了
正午高温时， 为了鼓舞大伙的士
气，爷爷提出和年轻人割禾比赛。
大伙跟着爷爷，忘记了劳累，一鼓
作气地割完了稻子。 爷爷挥挥手
说：“只要不怕死， 没有攻不下的
堡垒。 ”有一年，大队要派一个人
去支援国家修铁路。 村里的人都
没出过远门，谁也不愿意去。 最后
还是爷爷报名去了， 一去就是一
年。 听爷爷说，夏天卵石、铁轨炙
热烤人， 冬天吃馒头像啃冰块一
样，许多人中途返回了。 可是爷爷
硬是坚持完成了任务才回家。

爷爷热爱祖国、大公无私、坚
持真理、不怕困难的品格，像那枚
“和平万岁”纪念章一样，永远铭
刻在我的心里。

建军九十周年感怀
胡代松

草履缨枪破褛巾，青山作校马恩箴。
歼倭驱蒋捍疆域，赤帜红星铭伟勋。
众志赢得新世纪，军威扭转旧乾坤。
长城再造阴霾扫，浴火重生世界尊。

纪念南昌起义九十周年
赵焱森

南昌义举卷洪流，一梦追寻九十秋。
路转井冈同驻马，心连沧海共行舟。
长征万里风烟扫，大业千秋日月浮。
留得雄师豪气在，谁能阻我壮神州。

部队升军旗唱军歌有感
赖明汉

黑夜深沉百姓愁，南昌枪响乱云收。
星辉战地情怀壮，旗展雄师气势遒。
万国衣冠皆注目，八方霸盗尽低头。
天边尚未烽烟靖，莫忘军歌唱九州。

回忆“七七”抗战胜利
有感
綦智国

卢沟桥上夜深沉，日寇疯狂攻宛城。
爱国官兵皆奋勇，顽强阻击挫倭兵。
满目疮痍忆昔年，八年抗战靖硝烟。
固我金瓯多壮志，钢枪紧握护家园。

“八一”抒怀
周成村

苍茫瀚海高，日月长天落。
铁甲护天山，金戈鸣地角。
张弓意气酣，横剑西风愕。
士卒亦多情，壮思凌烟阁。

“八一”感兴
黄琳

天下风云多诡异，匡时端赖有雄师。
吾军九秩方年富，正是擒鳌捉鳖时。

纪念建军90周年
旷瑜炎

首义洪都卷飓风，星光闪烁曜长空。
光荣军队英雄史，祖国河山血染红。

纪念“八一”建军节
游克卿

惊天霹雳起南昌，血染军旗破曙光。
八一翻开新史册，雄师从此写辉煌。

鹧鸪天·建军礼赞
邹学锋

首义南昌赤帜飘，军歌雄壮起凌霄。 征程
九秩风光著，钢铁长城分外娇。

扶禹甸，爱同胞，维和反恐亮新招。复兴圆
梦敲金鼓，神骏乘风唱自豪。

沁园春·南昌起义风云录
蒋延辉

血雨腥风，履险临危，计定九江。 正操戈
汪、蒋，磨刀沪上；厉兵叶、贺，策马南昌。 利箭
离弦，群雄搏命，呼啸长空第一枪。 逢狭路，舍
武装起义，孰料存亡。

敌强我弱难防，奔潮汕，穷追剿杀狂。越闽
山赣水，前关漫漫；分兵去将，粤岭茫茫。 八百
儿郎，一声怒吼，再卷洪涛荡僻乡。 井冈翠，润
燎原火种，百纪荣光。

汉诗新韵

纪念“八一”建军
诗词选

我们的红

老海军的故事
俊文

桂东县沤江镇下东村村民们只要一讲
起胡日恒，心中便充满了自豪之情。 胡日恒
是谁？他是下东村走出去的新中国第一代海
军，参加过“八·六海战”。 前不久，他回家乡
走亲访友，我有幸拜访了他。头发花白、国字
脸、身材高高的老军人，聊起了他的军旅生
涯……

1934年出生的胡日恒， 在四兄妹中排
老二。 父母是庄稼人，却明白小孩要上学才
有出息，东拼西凑，艰难地将他供到高小毕
业。

1954年冬天，征兵工作开始了。 胡日恒
瞒着父母报了名，并被挑选为特种兵，后来
成为一名海军战士，被分到广东汕头水警区
一中队3—595艇。

胡日恒说，共和国海军成立于1949年4
月， 组建了好几年的海军装备技术依旧落
后，基本是木船、木艇，直到1958年，中国海
军才有铁壳艇。 他所在的水警中队，艇就是
木头艇，很小，几层，出海训练时悠悠晃晃
的，甲板摇摆不定，人在艇上腿打颤、手发
抖，头晕目眩，剧烈呕吐。

他以湖南人的霸蛮，在艇上苦学各种技
能。 千磨百炼，胡日恒在大海中淬炼成长起
来。 他当班长时是标兵班，当指导员也是最
优秀的。

在新中国海军史上，“八·六海战” 影响
很大。 胡日恒是那次海战的参加者。 时隔52
年，他仍觉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65年8月6日凌晨， 国民党海军猎潜
舰“剑门号”和“章江号”由台湾左营港出航，
横过台湾海峡，闯进了福建省东山岛附近的
渔场，企图向大陆输送特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得知情
况后，即令汕头水警区做好战斗准备———奉
命出海作战的小艇有15艘。 胡日恒在其中
一艘小艇上，是指导员。

战役打响之后，炮声响起，一声，两声，
随即隆隆地响成一片， 夜色中火光一闪，一
闪，接着火光冲天，整个大海上空弥漫着浓
浓的硝烟味。我海军紧密配合，团结奋战，击
沉了“剑门号”和“章江号”，取得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最大一次海上战役的胜利。胡日恒在
战役中荣立二等功。

“如今，第一艘国产航母顺利出坞下海，
几代海军军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 ”胡
日恒抚今追昔，分外高兴。 他说自己一直在
部队工作，目睹了中国海军从小到大、由弱
到强的光辉历程。

36年的海军生涯， 变换的是岗位、职
务， 不变的是他对海军事业那股火热的心。
1990年， 胡日恒以师级职位从广州舰艇学
院退休。 生命的年轮一圈圈地增加，而他依
然 精 神 矍
铄 地 在 广
州 荔 湾 区
军 队 干 休
所忙碌着，
当一名快乐的
义工。

尹振亮

屈指数来， 离开万里海疆，
脱下水兵服、 蓝披肩已整整20
年了。 而存储在我心底， 悬挂
浪尖上的许多记忆却总让人魂
牵梦绕。

30多年前， 我从山窝窝里
去到湛蓝广袤的大海边， 穿上
了海魂衫， 戴上了无檐水兵帽，
成为了一名守护祖国南疆的戍
边战士。 我所在的部队是岸导
部队， 常年从事着多型舰艇导
弹的技术检测检修和保养业务。

虽然我们不是水面舰艇军
人， 但因工作需求， 每年都要
随舰艇编队从南海到东海， 从
西沙到南沙， 参加各种编队训
练和演习活动， 饱经了大海无
数次的洗礼。

第一次随舰出海时的情景
和感受是刻骨的。

那天， 我接到连队首长的
指令， 要我和另外几名导弹技
术保障人员随某舰艇支队官兵
出海训练、 演习。 我受命后，
既高兴， 又恐慌。 高兴的是能
够看到自己从小到大梦寐以求
的浩瀚无边的大海了， 恐慌的
则是自己尽管在业务上算是拔
尖的， 但万一在海上生活不适
应， 耽误了战备任务的完成，
那怎么回来给首长交差……

出发前， 连队给我们每人
配发了两只容量为25公斤的塑
料桶， 要我们装满淡水。 上舰
后， 艇上的后勤人员跟我们说：
“战友们， 我看你们都是第一次
出海， 告诉你们吧， 出海后，
最缺的， 最贵的是什么？ 是淡
水。 所以说， 你们每天必须节
约用水， 有计划地用水。” 我开
始还觉得首长们是在“小题大
做”， 不以为然。

大海是迷人的。 从军舰离
开码头， 驶出军港后， 我一直
好奇地站在甲板上， 目视着军
港和海岸渐渐远去， 渴望出现
电影里的“海市蜃楼”， 渴望看
到海上日出时的壮丽景象。 军
舰沿着目的地在海上起伏前行，
舰艇的周边不时有海鸥盘旋，
像是在欢迎我们这些“旱鸭子”
出海远行。

经过几个小时的连续奔波，
映入我们眼底的， 除了天空上
漂浮的或红或紫或蓝或白的云
絮， 就是整片湛青色， 像蜂窝
状的海水。 与我同行的另外几
名战友或许是因为第一次出海
远行， 都觉得有些头晕， 下到
甲板下的两尺宽吊床休息去了，
我却仍站在甲板上久久不愿离
去， 一会儿想起张九龄“海上
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仿佛一
轮皎月真的要从东海那边冉冉
升起， 一会儿又想起李白“长
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
海”， 心中充满了豪情。

人们说， 军营是座“大熔
炉”， 而我说， 大海就是锤炼军
人意志的一泓“淬火水”。 舰艇
航行到次日， 风浪越来越大，

舰艇在大海上跳起了“迪斯
科”， 长期生活在舰上的水兵们
觉得没一丁点事儿， 我们同行
的一位湖北籍战友则开始出现
“水土不服”， “翻江倒海” 呕
吐起来。 待舰艇军医给他服用
抗晕药品后才渐渐停止呕吐，
恢复体能。

连续航行了几天几夜后 ，
我们的舰艇编队在两座相隔数
千米， 酷似蒙古包一样的小岛
中间抛锚休憩。 一位舰艇老兵
告诉我， 我们停靠的小岛叫
“珊瑚礁”， 那是每次从南海到
东海参加军事训练会途经的一
个停靠点。 我站在甲板上审视
着眼前的岛礁， 距水面只有几
米的高度， 不见茅草灌木， 只
有大批的海鸥栖息在此。

海上的生活是枯燥的。 官
兵们每天除了按照要求做好自
己的分内工作外， 就是躺在不
到两平方米的高低床上或看书
读报， 或漫无边际地思索。 我
耐不住寂寞爬上甲板， 看舰艇
在湛青色的海面上犁开一条鱼
肚白， 浪花像妈妈手中剖开的
鱼肚， 向两边翻卷。 站在甲板
上， 尽管海风徐徐， 但它潮湿，
黏糊， 让我们这些初识大海者
感觉很不舒服， 完全感觉不到
山风吹拂那般清爽， 惬意。

时隔三天， 我们所带的50
公斤淡水快用完了， 便跑到炊
事班去提水。 炊事班长拦住我
们说： “淡水是不能随便用的，
不要感觉有点不舒服， 就大盆
大盆地洗手洗脸， 能够打湿毛
巾就可以了， 要记住， 你们早
上用过的洗脸水， 不要轻易倒
了， 要用空桶装起来， 沉淀后，
可以晚上洗脚用。 这样吧， 看
在你们都是第一次出海， 战备
还有好几天， 给你们先打几桶
去。 如果实在不够用， 你们就
去空调机下接过滤水， 那也是
淡水。” 炊事班长如竹筒数豆，
一五一十地给我们讲述了一番。
往后接下来的好几天， 我们就
真的靠接空调机排放的水洗脸
刷牙了。

在海上生活， 除了“淡水
贵如油” 外， 就是蔬菜贵如肉。
官兵们出海一个星期过后， 基
本上都是吃压缩饼干和压缩罐
头。 有一次快要做饭时， 我特
意钻到炊事班去， 看到炊事员
们把蔬菜看得比肉还珍贵。 择
菜时， 连那些叶子上长满了斑
点， 有一半泛黄， 或被虫子撕
咬过的都不轻易丢弃。 返回军
港时， 我们每个人的嘴角都因
为长时间吃不到蔬菜而干裂，
或出血泡。

时隔久远 ， 但记忆犹新 。
我这一辈子也忘记不了那些悬
挂在浪尖上的人和事， 一辈子
都不会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位海
军战士。

不
忘
军
人
本
色
的
爷
爷

悬挂浪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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