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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苗

我的同村老前辈国爹，大名叫黄国
清，今年满 84 岁了，太太也 80 岁了，他
是我们村男性年龄最大、夫妻双双都上
了80岁的老人。前不久我回乡去拜访他
时，他与往常一样，仍然是那么热情开
朗、身材魁梧、满面笑容。当我赞赏他身
体健康时，他说，现在也不行了，并幽默
轻松地说，前不久病了一场，准备死的，
但没死成。我说，马克思叫您回来享福，
您就一直享下去吧！大家一听都乐了。

国爹 1937 年出生于湖南汨罗市玉
池山北麓的一小村子里。因家里贫穷，只
读了半年小学，9 岁随父到长沙学艺。
1949 年建立新中国，因能分到田地，
1951 年他随父回到乡下。我记得 1955
年他17岁光荣参军时，母亲还抱着我去
村口送他。他胸前戴着大红花，村里放了
鞭炮。一直到 1997 年 60 岁退休回到家
乡，他在外工作了43年时间。

国爹 1955 年是作为抗美援朝后备
军入伍的。他登上北去的火车，下车就到
了鸭绿江边。因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
他随部队转到原河北唐山市丰润县驻
防，3个月时间都住在野外，五六月份，天
气很热，没有单衣，他们还穿着冬服。在
部队干了4年后，他转业到北京机械学院
当工人。他为人真诚老实，组织上安排他
做机要工作。1966年他在一机部光荣入
党。特殊的历史时期，很多人冲击过保密
室，要他交出许多老干部的档案，他任凭
挨批、挨斗、挨打，始终坚贞不屈，用生命
保卫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档案。

国爹最感荣耀的是，在北京工作期
间，因工作需要他多次进入人民大会堂，
保护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或接
待外宾，因此多次接受过毛主席的接见。
几十年来，他获得过许多荣誉，在部队的
4 年就荣获嘉奖五六次，立三等军功 1
次，由战士升到了副班长、班长；转业后
的几十年，组织和同事要将许多荣誉加
在他的头上，他总是谦让，坚持见困难就
上、见荣誉就让。退休前，组织上想为他
解决副处待遇，他也坚决辞掉，以自己是
一个正科级干部退休而感到满足。

国爹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要
求，无论是个人工作还是家属子女及孙
辈们的事，他都没找过任何人。他的妻子
一直在农村，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户籍
政策逐步放松，他都没有想到将妻子户
口转到城市，小孩也没有走抵职之路转
入城市。一直到现在，他妻子仍是农村户
口，当时能抵职的大儿子还是自由职业
——做木工。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爹退休回到
农村后，一直协助妻子从事农业生产，从
耕田到收获，什么都干。现在他还种了一
园绿油油的青菜。村子里哪家有需要帮
助的事，他都会热心帮忙；哪家有什么矛
盾，他都会尽力去调解。他为人和蔼可
亲、谦逊厚道，从不以自己是退休干部、
见多识广自居，深得地方群众的尊敬。

国爹和妻子十分恩爱，从未红过脸。
几十年来，他们离多聚少，妻子在乡下孝
敬父母、拉扯大几个孩子，他总觉得亏欠
她太多，退休后他对妻子更加关爱。他对
父母孝敬有加。父亲病重时，他还没退
休，请假一个月为老人尽孝；母亲病重
时，他已退休，在家侍奉母亲整整一年。
他对父母照顾细心周到，和颜悦色，赢得
父母开心，得到邻里称赞。

好家风会代代传承。他对父母的孝
敬为他的子女做出了良好的表率。现在
他的二子一女及儿媳、女婿、孙子、外孙、
外孙女对他们二老不仅十分孝顺，而且
个个遵纪守法，努力向上。

国爹对自己的人生十分满足。退休
时他的退休金为 400 多元，现在已达
5000多元。政府把水泥路修到了各家各
户的门口，他的儿女们都有了车子，出入
十分方便。现在农村的环境十分优美，满
目都是青山绿水，云白天蓝。邻居家都起
了新房子，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爹在家
乡颐养天年，自得其乐。

国爹尽管上了年纪，但讲话声音洪
亮，思维清晰，条理清楚，记忆惊人。讲到
他身体健康时，他说自己没有什么养生
之道，无非就是睡得早，起得早，心常足，
少烦恼。国爹每晚 8点多睡觉，早晨 5点
多起床就到菜园看看菜、扯扯草、浇浇
水。在大城市，多少人 8 点钟还在餐馆，
或还在下班的路上。城市竞争激烈，有几
个人能像国爹那样心常足、少烦恼呢！

作为国爹的同村人，年届七旬的我，
长期以来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更
多是在思考人生。我羡慕不少人一生轰
轰烈烈，赞赏一些人成就辉煌，感叹一些
人起起伏伏，但通过对国爹的了解，我更
羡慕国爹平平安安的圆满人生。他对党
忠诚，为国尽力，孝敬父母，关爱家庭，十
分平稳地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人能如此，
足慰平生。在人生的道路上，谁都会遇到
许多诱惑，许多坎坷，国爹肯定也不例
外，但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挡住了诱
惑，跨过了坎坷，实实在在，勤勤恳恳为
党和国家、人民认真工作。

一位农家子弟出身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老战士，始终不忘感恩和知足的初心，
才不会私欲膨胀，烦恼缠身，而是老而弥
坚、老而更乐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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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正月初三，父亲因心脏病无钱医治离世，
犹如一剂猛药，让我幡然醒悟。山沟里的穷孩子，再少
不谙事，何日能出头？1989年高考落榜，虽在复读，可
成绩平平，看不到希望，何去何从？内心彷徨。

初春时节，一派生机。乡政府正在做的征兵宣传，
让我突然看到了希望。回家和母亲商量，我要报名参
军。母亲犹豫了，她认为，不到 4 个月就要高考了，努
力努力，我应该有希望。母亲找二哥商量，二哥认为，
我能吃苦，人又机灵，干事利索，去部队也可以考军
校，还可减轻家里负担，也是一条好出路，他很赞成。

一边报名军检，一边继续复读。3月初，顺利通过
军检，收到了入伍批准书。姐夫是退伍军人，邀请了几
位亲朋好友，姐姐备了一桌子好菜，以酒为我壮行。3
月 23 日，在市政府招待所里，第一次穿上了没有肩
章、领花、帽徽的草绿色卡军装。

从此，我是一个兵。

凌晨到连队，上午就开始训练了。由于下雨，在宿
舍练习叠被子，新兵班长手把手教，别看这“豆腐块”，
技巧还真多。我们经验不足，长短尺寸把握不准，就在
被子上做标记。中午没休息，练习站军姿，要求站一小
时不动，两眼还要炯炯有神。下午部队传统介绍，参观

“团史馆”，得知我们团是一支战功卓著、将才辈出的
英雄部队，成立于1927年黄麻起义，从这里走出的将
军有100多个，号称“百将团”。连队是团的第一连，是
个红军连队。

军营的第一天，感觉班长像个唠唠叨叨的“碎嘴
婆”，教我这个教我那个，自己就是一个“木偶”，被班
长拧着过了。

后来的新兵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像慢慢上紧的发
条。队列训练单调乏味；体能训练从手臂力量、腰腹部
力量到腿部力量；班长操练我们的方法繁多，谁完不
成就上“手段”。譬如俯卧撑脚架在台阶上，下面放盆
水，谁撑不了，倒下去就会衣服全湿。有时手痛得吃饭
连筷子都拿不动，脚痛得下楼梯像螃蟹一样。射击训
练刚开始摸枪兴致好高，可在冰冷的地上一趴一上
午，难受极了。初春的苏北依然寒气逼人，不到几周，
耳朵、手上、脚上长满了冻疮，手肿得像包子一样，还
溃烂了。

伙食费一元九毛五一天，吃饱没问题，但每天晚
上都是面条，有点不适应。我就中午吃饭快一点，吃完
再打一碗，晚上用面条汤浇热，享受我的“汤浇饭”。

班长是扬州人，对我们好起来像大哥一样，谁有
个感冒发烧，嘘寒问暖，又是拿药又是端病号饭；严起
来却像“土匪”。在他面前，我们说什么都是“狡辩”，唯
有服从、服从再服从。他知道我要考军校，对我要求更
加严格。

那晚，我因挨了班长的训躲在被窝里哭了，是心
里憋屈的哭。心想当兵这么苦，当初何不好好学习？而
且得知军校要到第 3 年才能考，还有好多的条件限
制，何时才能看到希望？可想到家人朋友对我的希望，
想到来当兵的理想和初心，这点苦和委屈又算什么。
老兵都是这么过来的，别人能吃的苦我为什么不能
吃？在农村搞“双抢”、种地的苦都能吃，为什么这点苦
不能吃？班长的一腰带把我打醒了，从此我更加努力，
再苦再累都咬牙坚持。

3个多月的新兵训练在苦累中熬过去了，我因各
项训练成绩优异受到连队嘉奖。给母亲的信中，寄出
了我的第一份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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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山沟当兵去

黄昏时刻，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我们这一批
次有60人，其他方向的兵已经送走了。

我的行李除了衣物，还有一袋子高中课本。母亲
和姐姐一家人来了，还有高中同学。第一次出门就去
那么远，去那么久，母亲肯定舍不得，噙着泪，把嘱咐
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到部队要听首长的话，要多吃
苦，活要抢着干，要考军校，要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家
里不要牵挂等等……我不停地点头应着。

上了绿皮火车，趴在窗口和同学们开着玩笑，“风
萧萧兮易水寒”，全然一副壮士出征的样子。但当汽笛
拉响，列车慢慢开动，看到站台上还在擦着眼泪的母
亲；同学们追着火车跑，挥舞的手慢慢消失在夜色中。
此刻，泪水夺眶而出。

早前接兵干部说，我们是去南京当装甲兵。本来
可以选择去长沙当消防警，但在长沙工作的二哥坚决
反对，理由是离家里近，离他也近，会想着依靠他，反
而干不好工作，去南京远一点，凭自己本事干。

第二天一大早，列车到了长沙，转上了去郑州方
向的车，到了郑州又转上了去连云港的车。这时感觉
不对了，去南京也没有这么绕圈子的。没人敢问接兵
干部，有人问，得到的答复是：到了就知道了。第三天
凌晨二点左右到了徐州。我心想，去南京一定会在徐
州转车南下，可到了徐州，也没通知下车，列车一直往
连云港东行。到凌晨四点在一个叫“新沂”的小站通知
下车了。

下车后，接兵干部点名分组，30 人去了坦克团，
30人分到步兵团，我被分到了步兵团。凌晨的风很凛
冽，路边是砍得光秃秃只剩主干的法国梧桐，坐上敞
篷的军用卡车，半小时左右到了团部门口。又是分兵，
先在我们 30 人中，左瞧瞧头，右看看身材，还用手摸
摸我们的胳膊，挑两人走了。然后两人一组，依次有人
领走。我站在那里最久，像是“弃儿”，到最后才被领
走，去了步兵连的新兵排。

从此，与步兵结缘。山里长大的孩子，经常爬山走
路，腿脚板功夫好，当步兵也许是最好的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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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的集中训练结束，我们下连队了。
陆续有人调走，有去师团机关的，有去汽车队、
修理所等直属单位的。新兵班长说：“想舒服，
去机关小散单位，想出成绩，到基层连队干。”

我分到了连队八班，这个班在自卫还击战
中荣立集体一等功，叫“英雄八班”。班长是
1987 年入伍的，四川人，军政素质一流，组织
上多次要给他提干。他训练方法灵活，不仅教
我军事技能，还教我带兵管理方法，不仅和我
谈军事，谈打仗，还和我谈理想，谈人生。

新兵训练是基础性的，是把一名老百姓培
养成一名普通战士，而下连后的训练是要培养
能打仗的战斗员，训练的强度难度更大了。班
长知道我要考军校，更是给我加码压担子，全
方位培养我。我普通话不标准，字的发音咬不
准，经常被人笑，班长就要我天天读报。在他的
带领下，我的军政素质突飞猛进，好多科目超
过了老兵，有些科目在连队也数一数二了。

连长是我下连后不久才来的，是师侦察科
的一个上尉参谋，个子高大，理个光头，英俊
帅气，戴个墨镜。到连队后一个星期也不讲
话，一下把连队的几个老兵“油子”给镇住了。
听老兵说，连队多年没评上先进单位了，他是
上级特派来的。连长对老兵管理严苛；对我们
新兵严慈并济，关爱有加。连长是在一次生产
劳动中开始关注我的。连队的化粪池好深，粪
勺舀不着，连长叫老兵回去找雨鞋，我说不需
要，穿着解放鞋，直接跃入粪坑舀了起来。这
对我来说纯属一个很自然的举动，因为在家
种田，猪粪、牛粪也是挑到田地，用手撒开的。
连长事后对班长说：“这小子真能吃苦，好好
培养他。”

指导员了解到我是高中生，还是读文科
的，经常要我帮他写个材料，鼓励我要抓住点
滴时间学习。听了他的话，我周末休息时间从
不打牌，都在看书。由于高一第一学期就分了
文理科，我只有自学高二高三物理化学了。

下连后，不仅训练强度难度更大，生产劳
动等突击性任务也多了。去泗洪县师农场抢割
小麦，麦田一眼望不到边，一天下来，累得腰都
直不起来；去东海县埋铁路光缆，连干三天三
夜，满手都是血泡。最佩服班长和他们那些老
兵，平时看似吊儿郎当，可训练起来像“小老
虎”，劳动起来像“老黄牛”。

下到连队，似乎有了家的感觉，工作有干
劲，努力有方向，苦累也就不算什么了。

（作者杨四华，1970年出生于湘中农村，
1990年入伍，历任战士、班长、军校学员、军校
教官、军校学生队队长；现为某军校副教授，
大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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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第一个星期天，是入伍后的第一次休

息。班长安排我们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平时
是没有个人支配时间的，晚上体能训练，训练
后洗漱15分钟就熄灯了。

抓住这个机会，上午写了二十几封信，有
给母亲、二哥、姐姐和其他亲戚的，还有给复读
班一帮同学的。还为两个不会写信的新兵战友
代写了家信。信的内容千篇一律，主要是报个
平安，告知我的通信地址，训练之苦累肯定不
在诉说之中了。信封好后，经班长检查，再统一
交收发室，盖上“义务兵免费信件”的红色三角
形戳记寄走。

4 月底，离家近的战友陆续收到回信了。
按规矩，通信员把信先交给班长，先由班长
检查哪里来的，再视情况依“表现”发给本
人。在班长面前，没有一口气完成 50 个标准
俯卧撑的“表现”，想看信的“胃口”就只能被他
吊着了。看到战友们来信了，我早已期盼“俯卧
撑”了。

5 月初的一天晚饭前，班长拍拍他的口
袋，笑嘻嘻地对我说：“5 封信，300 个俯卧撑，
看着办吧。”我内心高兴，二话不说撑了起来。
但又感觉不对，边撑边问班长：“数量不对啊”，
班长说：“有一封文字绢秀，是女同学的吧？加
你 50 个，便宜你小子了。”信都是复读班同学
写来的，都鼓励我不忘学习报考军校。他们在
进行高考前的最后冲刺了。读着信，感觉又回
到了读书的课堂，可想着在这里天天训练，连
摸书的时间都没有，心里一片茫然。

母亲的回信是最晚收到的，也许是农村路
途远吧。母亲不识字，信是大哥代写的。告知家
里一切都好，父亲走了，田地里的活大哥大嫂
都帮着干了；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不要挂
念；要记得看书，自己一个人在外注意身体等
等。从信中，感觉母亲既在鼓励我要不怕累，肯
吃苦，又在心疼我，惦记我，信一定是母亲含泪
口述的。

母亲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家书抵万
金啊。

新兵下连55

一
位
老
战
士
的
幸
福
人
生

（阅读全文，可扫
描二维码，点击进入新
湖南湘江频道的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