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nrbzyfzw@163.com 中原风│122018年8月 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冻凤秋 美编 张焱莉

□刘笑伟

1997年，给我印象最深的两种意象是：暴雨和紫荆。
我 1995年 7月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毕业后，有幸被选

调到刚刚组建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成为香港
回归祖国的亲历者。

刚到驻港部队报到，我第一眼就看到了营区里盛开的紫
荆花。美丽的紫荆花啊，从那一刻起，就仿佛铺满了我全部的
青春岁月。

1997年 6月 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
欢送大会在深圳的同乐军营隆重举行。那一天，雨后的深圳
天气格外晴朗。人们脸上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让人终生难
忘。那一天，我一直凝视着营区里盛开的紫荆花。我想雨后
滴着水滴的紫荆花，凝聚了多少历史的目光，凝聚了多少美好
的祝愿，凝聚了多少中国人喜悦的泪水！

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向了公元 1997 年 7月 1日零时！当
时，我们在营区里已做好了开进的准备。在7月 1日零点那个
神圣时刻，我从电视里看到了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冉冉升起
的镜头，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含着热泪，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奏响。国旗之畔，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也同时徐徐升起，
犹如紫荆花迎风怒放。是啊，我们的祖国强大了！作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作为主权的象征进驻香港，这样的机遇，
此生难再有啊！

1997年 7月 1日拂晓，我们奉命从各个集结地出发，乘坐
400多台车辆，在陆路分三路向深圳南部的文锦渡、皇岗、沙头
角口岸前进。我是从文锦渡口岸进驻香港的。

就在我们即将进驻香港的时刻，突然下起了瓢泼般的大
雨。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心情和这大雨一样久久无法平
静。我想，这是一场悲愤之雨，要洗刷香港150多年来蒙受的
耻辱！但这又是一场喜庆之雨，在这场大雨之后，香港同胞就
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大雨没有冲掉人们欢送子弟兵的热情，深圳皇岗口岸前
的空地上，成千上万的深圳市民自发冒雨欢送子弟兵进港。
风雨中,我从人们一双双不停挥动的手中,看到了真情的分
量,也感到了祖国和人民沉甸甸的期待。据说，这一天，自发
为我们送行的深圳市民有20万人！

激动人心的时刻一秒一秒地临近。各纵队、各梯队的指
挥员纷纷抬起手腕对表。当时针指向6时整，装甲车、卡车、吉
普车的引擎齐声轰鸣。东起深圳沙头角，西至蛇口妈湾的长
达几十公里的弧形方位上，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的身影永远
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

凌晨 6 时，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军左路摩托化车
队，隆隆驶过举世闻名的“中英街”北侧的沙头角口岸，向新
围军营进发。时针指向 6时 25分，部队安全顺利抵达新围军
营。这是驻港部队陆军主力最早抵达香港军营的部队。凌
晨 6时许，香港驻军主力部队中路纵队第一辆运兵车，冒雨
越过深圳河。此刻，一辆绿色东风牌运输车上，“大渡河连”
连长徐继涛通过车载电台引导着连队进驻香港。车上“八
一”军旗迎风飘扬，21名手持步枪的士兵形如雕塑态如钢，风
吹雨打中尽显风采。

“有谁能够描述这样一个时刻，当旌旗猎猎，马达轰鸣，舰
艇劈波斩浪，戎装严整的战士披着晨曦和雨水，跨过那一道尘
封已久的界线。这是历史的一步啊，为了跨出这一步，中国人
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当时，在心中我写下这样的诗，记录
着暴雨中我澎湃而激越的心情。

7月 1日凌晨，深圳妈湾码头彩灯闪烁、鼓乐齐鸣，深圳
市民在这里举行盛大仪式，欢送驻港部队海军舰艇编队启
程。出发了！4时 36分，编队解除了最后一根缆绳，由新型
导弹护卫艇、巡逻艇、交通艇等 10艘艇船组成的驻香港部队
海军舰艇编队沿龙鼓水道、汲水门、青马大桥向香港进发。
行进的编队在深圳湾里犁开一道银色的波痕，许多周围的船
只竞相鸣笛向编队致意。临近香港海域时，天上下起了大
雨，编队在大雨中破浪前进，6 时整，第一艘导弹护卫艇

“771”进入香港水域。不久，编队顺利驶入维多利亚海湾，停
泊在这里的许多船只也向这支神圣的舰艇编队鸣笛致敬。
信号兵用国际信号向香港人民发出了来自祖国的亲切问候：

“香港，你好！”沿途有不少记者和群众搭乘的船只，官兵们伫
立在甲板上向群众挥手致意。7时 24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
时刻。第一艘导弹护卫艇，最先靠上了香港昂船洲的海军基
地码头！缆绳手准确无误地一缆抛上码头，护卫艇便牢牢地
固定在码头上。这是多么神圣和富有诗意的一缆，缆绳抛出
的弧线间似有风云激荡，那是历史的风云。7时 30分，驻香
港部队舰艇大队大队长朱益飞第一个登上码头，庄严地向导
弹护卫舰和全艇官兵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几乎在朱益飞
敬礼的同一时刻，771艇航通长李长青中尉从海图上抹去了

“香港”二字下面的“英占”字迹。
驻港部队空军部队进驻的时间比预定的要略晚些。8时

08分，暴雨初歇，机场上空的天气好转。驻港部队的6架战鹰
立即成编队迎着乌云起飞，直奔香港石岗机场，几分钟后，只
见元朗方向上空的乌云逐渐裂开了一道“口子”，就像守城的
士兵打开城门迎接凯旋归来的将士一般。开进！8时 15分，6
架直升机编队穿云钻雾，鱼贯跟进，潇洒地飞越深圳河上空，
飞越元朗上空，仿佛飞越了 150多年的漫长时空。此刻天上
飞行的战机，分明是一排搏击云天的雄鹰，它用响亮的声音告
诉世界：香港神圣领空是中国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驾驶
着第一架直升机的驻港部队航空兵团团长、特级飞行员李国
喜上校，激动地跨出机舱，顶着茫茫大雨，面对着记者们一片
黑压压的镜头，以充满自豪和喜悦的口吻高声说道：“从现在
起，我人民空军正式进驻香港了！”

1997年 7月 1日的香港，国旗、区旗、紫荆花交相辉映，香
港的历史在滂沱大雨中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历史上，也留下了和平进驻香港的历史篇章。这一天，作为我
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最盛大的节日，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
中。我经常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的过
程，视为我“一生中最美的一首诗”。我也经常想，如果没有祖
国的强大，如果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如果没有一支
全面建设作风过硬的人民军队，就不会有香港回归祖国这一
载入史册的宏伟诗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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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和沟是一个村名。
从张家口往坝上走，擦过万全县

城边，再往上走一二十分钟，没有站
牌，全凭领章胸徽，跟司机师傅招呼一
声，就挥手过去了。去艾和沟要走几
公里的山路。从公路上下来，翻过山
坡，就见一川碎石拥着河道扑面而来，
白石璀璨，山河星列，人立时就汇入苍
茫复苍茫中了。若前后逡巡，顺着山
势仰望，就知道它实际是大山造就的
泄洪通道。所谓坝上是高度近二千米
的平顶大山，有几个县的面积大，有洪
水下来，便冲裂无数出口。有高山就
有水泽，有林泉，有水瀑也就有溪涧，
有河泾。但在塞外，水的诗意似乎冻
却，这逶迤而来的河湾就成了大山的
一道泪痕，艾和沟就挂在泪痕一侧，荒
山秃岭，黄泥小屋，全村大概只有百十
户人家而已。就在四十多年前的一
天，一支炮兵部队奉命驻扎这里，于是
这支部队的指战员在通信地址一栏上
便出现了“艾和沟”三个字。

我在艾和沟是个新闻人物。这不
是我多么奇特，而是缘于我的工作。我
那时是机关电影队的放映员，放电影就
是我的工作。按照部队要求，我们每月
至少要在驻地放映一到两次电影，以服
务人民群众和满足部队指战员的精神
文化需要为根本职责。

第 一 次 放 电 影 时 ，正 是 隆 冬 季
节。电影场地选在靠河滩的地方，因
为那里地势平坦，能容纳一个团部机
关和全村群众。但挂银幕时却犯了
难。要把银幕挂起来，需埋挂银幕的
杆子，按照放映条令要求，要先挖出
几米的两个深坑，然后把几丈高的杆

子竖立起来，再用绳子高高抛起，挂
上两侧，各自拴好银幕，再拉至顶端，
在底部把绳子拴紧固定，这样才能保
证塞外的朔风吹不倒银幕。但人们
都低估了塞外的严冬，一镐下去，地
上只是一个白点，两镐下去，铁镐却
反弹上来，连白点也没了，几个小时
过去，两个坑只挖出了两个洗脸盆的
深度，而这时天色已晚，部队已经整
队入场，老乡们更是扶老携幼，倾村
而来，宛若盛大节日。几个出勤的战
士面面相觑，首长们也背着手走过
来，看了看，便黑了脸，一言不发往场
子深处走。谁都知道第一场电影的
分量，那时这是政治任务，亦如打仗，
第一场战斗就失利了，这对部队官兵
的情绪绝对是个伤害。电影队马队
长的脸色也阴了下来，他的情绪传染
了我，我的脑袋干脆耷拉下来，绝望
如刀刃般锋利，心想完了完了，电影
绝对放眏不了啦。

怎么办？
放映员小陈是个老兵，我们都叫他

陈班长。老兵负责发电机，新兵负责挂
银幕，当他把发电机咚咚咚拉着，把一
百瓦电灯泡刷一下拧亮，让电的冲击波
使全村为之颤抖时，才回到前头照应。
目睹此情，他即刻找来村里老人相问，
老汉们说，三九天的地就是个铁疙瘩
哩，三天也挖不出一拃长。不用挖哩，
咱用冻哩。说着就差人找来两个废弃
的大车轮子，车轮中间空洞部分插上木
杆，找来石块压在上面，空隙处洒上土
坯，然后往上浇水，只几分钟，车轮便和
木杆冻在了一起，敲一敲，像铁桶般梆
梆响。几个老汉怕还不结实，又铺上老

羊皮祅轮流坐在上边守护着银幕。
就这样，电影准时上映了。就这

样，春夏秋冬，风林霜阵，艾和沟的电影
场从未停映过。从“老三战”，到阿尔巴
尼亚、朝鲜、南斯拉夫、越南系列电影，直
到陆续迎来国产电影解放的大潮，艾和
沟成了远近闻名的电影村。由于艾和沟
得风气之先，从“原始村落”很快变成了
颇有时代感的村庄。看完《柳堡的故
事》，无人不唱“九九艳阳天”，大姑娘小
媳妇都成了小英莲；看完《宁死不屈》，老
少爷们儿见面的口头禅就是：消灭法西
斯，自由属于人民；看完《摘苹果的时
候》，艾和沟也开始栽上了苹果树……

艾和沟一下子被电影击中了。这
个埋在大山皱褶里的村庄，倘若不驻扎
部队，倘若没有红色电影的洗礼，很可
能永远就是一抹大山的泪痕，它从山裂
里无声迸出，又会被浮生默默湮埋，不
留丁点儿痕迹。是电影激活了一个村
庄。我那时十天半月就要去张家口军
部取片子，那条山路似乎是专门为我设
立的，我掌握着新电影名字的秘密，这
使我的位置一下子变得非常重要，下一
场电影开演之前，我往往会成人们追逐
的目标，他们已经观影成瘾，离不开新
电影的刺激，这使我实际上成了部队与
地方联络的“新闻发言人”。

几年后，部队奉命南移，终结了我
的“发言人”身份。但艾和沟的特殊经
历，却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

转瞬四十年过去，前些年到山东临
沂，见到十几个当年曾在一个锅里吃饭
的战友，席间大伙问：回过艾和沟吗？
又见到河北正定、永年的战友，他们更
是把艾和沟挂在嘴边：真想再回一趟艾

和沟！一次，突然接到老班长小陈的电
话，说我现在正在艾和沟呢！我知道你
肯定要来的，我把咱们老房东外孙女和
小孙女兰根的电话给你，让她们给你作
向导，要不你根本找不到艾和沟哩！

这就重返了艾和沟。
高速路下来是柏油路，在浓翠浅红

中，艾和沟突兀地出现了。原来的格局
在新农村建设中成为传说，如今是新房
排排，花团锦簇，犹在花园中。在宛如
市镇的街口站立着曾在梦中出现的艾
和沟人，他们如亲人般拥我入怀，一位
大娘拉着我的手说，你可回来了，你那
时常在我家前头放电影，我就是常给你
们烧水送茶的小女孩呀！我认出来了，
她叫莲女，那时常在村头河边洗衣服，
她有一对湖水般清澈的大眼睛，是当时
全村最漂亮的女孩。这时兰根走过来，
把手搭在莲女肩上调皮地说：她就是那
个寻找三班长的小英莲哪！一街筒子
的女人们都笑起来。大伙都沉浸在往
事的追忆中，似有温暖的水波流淌过
来，那样美好，那样柔情，令人神往。兰
根大名叫建华，电影队住进她家的时
候，她才四五岁的样子，我们于她，只是
一抹彩色的记忆。

回来的路上，建华充满感情地说，
哥，你们如星星之火，当年的一粒火星
击中了我，在我心里埋下了要搞艺术的
种子。长大后，我就在村里唱起了山西
梆子，并且由村唱到县，从县城唱到地
区，加入了张家口市山西梆子剧团，成
了团里的台柱子，人们都夸我是艾和沟
出来的艺术家。但要追根溯源，还是因
四十多年前我家来了一个部队的电影
队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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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夏天。豫西的大雷雨已
经持续七天了。

在惊骇中，雨水已经灌满沟壑洼地，
开始肆掠田野里拔尖的玉米、开花的芝
麻、茵茵的烟地、葳蕤的豆田……扛着铁
锹和锄头试图拯救庄稼的村民，眼看着严
陵河水漫过堤岸，漫过庄稼的叶子和花
朵、漫过母亲和孩子的惊呼，在无奈的叹
息声中，一步一步地退回村庄。汹涌而来
的洪水一浪一浪涌起，仿佛魔兽的舌头一
次又一次地舔舐着我们的村庄……

我家的老宅位于村庄的最高处，洪
水还在院子的门槛外徘徊。一家人不安
地站在屋檐下看天，母亲在念叨去公社
开会未归的父亲，祖母拄着拐杖，安慰
着：“他爹是党员，是生产队队长，从小水
性就好。”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三
哥耐不住性子，冒雨爬上院中的枣树，看
着村外的洪水。当他看见父亲正蹚水回
来，就对着屋檐下几个麻雀一样的弟弟
嚷着：“爹回来了，怀里还抱着好东西！”

母亲打开被几层塑料袋包裹的东
西，竟是几个雪白的馒头！父亲说：“严
陵河上游的水库随时都有可能决口。
全村的人今天务必离开村庄，转移到前
面十里处的岗上。”母亲不安：“那家不
要了？”

“不要了！”父亲脸色阴沉，“保住命比
啥都重要。”“没有家了，还活个啥！”母亲
不依：“咱家的房子可是几辈人传下来
的！我不走！我守家！”祖母显然也舍不
得老屋：“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守家。”

“赶紧收拾！都走！”父亲跺脚动怒，
“都啥时候了！我还要赶紧招呼村里的人
们往岗上去。”父亲十分着急，说着话，人已
经到院里了，转眼间就消失在雨帘中。

大雨的村庄里，不断传出父亲时高
时低的声音：“公
社通知，严陵河
上 游 的 水 库 随
时都可能决口，
大 家 马 上 收 拾
东西，带着大牲

口，往岗上去。”雨中不断传来质疑声和
啜泣声，父亲的声音又响起：“共产党和
国家会管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会保护我
们的。房子倒了，国家给重建，粮食没
了，国家给救济。人没了，可啥也没了！”

村里人纷纷忙碌起来。他们很快就
收拾停当，背着包袱，驱赶着牛羊，相互
招呼着，向十里外的岗上走去。

母亲不走，我们都不愿走。见我们
互相打量，祖母决定：“光娃儿生来就是个
左撇子，不是干活的料。他落水好几次
都没淹死，命大福大，让他留下来陪妈
妈。其余的跟我走吧。”

三哥背起年迈的祖母，胸前挂着一
兜烙馍，四哥背着装衣服的包袱，抱着两
岁的弟弟，冒雨离开院子。母亲哭了一
会儿，把我搂着坐在屋檐下，交待我“今
夜你可别睡着了”。

那一夜，我依偎着母亲一直坐在屋
檐下，看动物们奔来奔去，也听着楼门外
的雨声滴滴答答。到了后半夜，雨渐渐
地转小了……夏夜很快就过去了，黎明，
冷不丁地听到几声鸟鸣，母亲摇晃着站
起身来说：“这天要晴了！”

她拉着我走到院外，门外的水正在
退去，留下的水痕就像一片巨大的湿布。
太阳升起来，照着水汽弥漫的村庄。阳
光透过枣树的枝丫，在我家的院墙上绘
出万花筒般的图案……

由于解放军及时参与救灾，村庄得
到新生。读大学的三哥写下这样的诗
句：“鸽子来自哪里？方舟来自哪里？歌
声来自哪里？欢笑的哭泣来自哪里？
啊！我的母亲，你看那船上的人，绿色的
衣装多像春天的庄稼，头顶的红星多像
心中的希望！他们左手托着麦子，右手
托着息壤。我的母亲，快把我们无定的
命运系在方舟上！来吧，让我们一起用
信心和意志，将石头和水泥砌起坚固的
堤防，让我们一起用爱心和力量，重建美
丽的村庄！”

由于感佩军人在灾难面前的大无畏
和大爱精神，四哥和弟弟成人后，相继报

考军校，成为英姿飒爽的军人。二十年
后，四哥参加了1998年的长江抗洪，当
他和曾一起救灾的战友相聚时，说得最
多的话题总是如何在抗击洪水中，肩并
肩站成了一道绿色长城。再十年后，弟
弟随部队参加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和
战友们一起，与死神争夺着废墟下的每
一个生命……

今年春节家人团聚时，偶尔说起儿
时的梦想，他们一致认为，是四十年前的
那场豫西洪灾中的绿色长城，让他们的
人生找到了榜样！那些拥有赤胆忠心的
军人，在灾难中挺身而出，为祖国和人民
筑起了幸福平安的堤防！

当年，重建后的村庄围绕着“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发
展。父亲在灾后的土地上，种下大片的
向日葵和棉花，这些高产的经济作物使
我家不再为吃饭发愁。同样勤劳的村民
们也很快走出了贫穷的阴影。望着村里
一排排崭新的红砖屋舍，卸任生产队长
职务的父亲时常感慨：“改革开放真好！”
今天，我们的村庄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
已经与县城融为一体，美丽而整洁，唯有
我家的老宅因承载两百年的历史记忆，
被列为古老民居而保护起来……

四十年过去，1979 年的那场洪水
仍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耳边也经常
回荡着三句话，一是母亲的话：“有妈
在，家就在。”虽然，母亲现在已经年迈
和羸弱了，但她说出了天下母亲的心
声，让我们去爱家；二是父亲的一句
话：“共产党和国家会管我们的。”虽
然，父亲已经过世了，但他说出了党和
国家是人民的靠山，让我们去爱党爱
国；三是祖母去世前饱含愧疚的一句
话：“只因你是个左撇子，干不了农活
儿，我才说你福大命大。那年，我不该
让你和你妈留在家里。万一呢？”没有
万一，因为我们有钢铁之师，他们用血
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生命长
城，守护着我们的家园。他们永远都
是最可爱的人。3

□吴元成

井冈山

大井小井甘泉涌流

毛竹千杆，百万雄兵

黄洋界上的铁炮还昂首挺胸

硝烟散尽，翠柏青松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旗帜

此山此地是最值得攀登的高峰

红二十五军从何家冲长征

80多年前，银杏把1000年的胸膛撕裂

也撕开惊雷，闪电，雨夜

2980人从这里出发

没有回来，像金黄的落叶

那是寒冷的 11月，今天

白果缀满枝头

自延安抵壶口瀑布

宝塔山下，王家坪里

一孔孔窑洞把天地凝视

安塞腰鼓系在黄土高原的腰间

一路把战鼓敲响到壶口

八年间铁血奔流

一条大河曾发出怒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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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歌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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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们抖落兵甲的浮尘
以共和国战士滚烫的心
锻造护国盾牌
最厚实最坚硬的部分
这是来自国土深处的呼唤
在古老国度的中原腹地
千军万马凝神谛听的一瞬
无限激越的鼓点
拥抱赤诚宽广的锣音

历史的长河
给过这片土地
千百万颗滚烫的星辰
在一帘宏大的帷幕拉开之时
那些铁，林立于国土
呈现一个国家昂首天下的筋骨与神韵
那是华夏古国的青铜骑士
打破兵马成俑的历史藩篱
锻出民族之矛
铸就大国之盾

绿色的牵挂

有一种绿色的牵挂

赋予长枪利剑春天的温情

这是大国之家

遮风避雨的屋檐下

那些铁骨铮铮的汉子

也有温暖的床榻

大中国的自信

首先来自牙牙学语的娃娃

一个边关界碑旁的敬礼

如同种子生根发芽

我浩浩荡荡的骨血呀

它能够长成钢铁和黄金

守护和装扮一个国家

老兵

老兵已老，他的白发

是一抹抹射出的弹痕

是一丝丝枪支的泪光

他挥挥手就走了

对陪伴他大半生的枪炮们

流过满膛的泪，说过满膛的话

他最后一次暖热了那些铁

把自己远远地射出去

他知道，他走之后

那些铁开始重新冶炼

他希望看到，自己流下的泪滴和汗滴

在铁的内部

更像铁

他知道那些新兵蛋子

心里对他亲呐
也知道那些新兵蛋子已经长大
青春火爆的队伍里
谁也不忍心把老兵撂下

一声号角
每一位老兵暗藏的青春
都将爆发
一旦燃起便不能控制

撤下阵地之后的寒冷
让操枪弄炮的手开始龟裂
像玉米咧开嘴
要咽下残冰和暴风雪
它颤抖着摸索
所有的农具都在扎堆取暖
它掬起一捧雪花
照亮寂寞的傍晚
用眼睛里的炭火
点燃一个季节 3

——纪念建军91周年暨改革开放40周年

（外二首）

（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