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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到 一生到
——写给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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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白光，飘进老兵的梦里。老兵以为天
亮了，忙翻身下床。推开窗，惊讶地发现外面
一片洁白。下雪了，老兵朝熟睡的新兵喊。

新兵要起，被老兵又按下。老兵说，今天
下雪，不出操了。

老兵把自己带体温的大衣，盖在新兵身
上，新兵感觉到了厚重，还有温度。老兵说，还
有几天，我就要脱军装了。老兵的话很轻，却
有穿透心的力量。顿时，一种感伤情绪，在房
间弥漫开来。

眨眼，新兵来野狼岗团部农场一年有余
了。刚来的时候，接待他的就是老兵。老兵和
新兵面对面，老兵问，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
士吗？新兵答，是。老兵说，你如果违反条令
条例，我会对你不客气。新兵答，是。

老兵是场长，新兵是他唯一的部下，他们
守着 800亩农场。从营区坐车颠到农场，要几
个小时，毕竟是100多公里的山路。农忙季节，
上级会派一个施工连队耕种和收割。热热闹
闹几天，他们就走了，把寂寞和一杆枪，留给老
兵和新兵。野狼岗传说有野狼，但是谁也没见
过。农场也是军事单位，遇到紧急情况，枪要
比烧火棍好使。五颗子弹缝在一个布子弹袋
里，连长说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

他们严格按照连队的一日生活制度作息。
每天，老兵带着新兵出操，巡逻，晚上点名，互相

检查军容风纪。晚上点名都程序化了。老兵
问，你是共青团员吗？新兵答，是。老兵问，你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吗？新兵答，是。老兵
说，你如果违反条令条例，我会对你不客气。老
兵问过一遍，换成新兵问老兵。新兵问，你是共
产党员吗？老兵答，是。新兵问，你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战士吗？老兵答，是。新兵说，你如果违
反条令条例，我会对你不客气。

他们和上级的联系，是一部绿色的野战电
话机。如果有情况，先要通总机，总机再转连
队或者什么地方。总机那边都是女兵，声音一
个比一个好听，可惜她们不愿意多说一句话，
总是“你好，请问接哪里”，无论是老兵还是新
兵，这时候就会一愣。那边又多说一句：“请
讲，接哪里？”再不会多说一个字，给他们留下
一个又一个遗憾。上级有要求，电话不能随便
占用，所以他们所有的私事，都靠写信。

一个月前，团里传来消息，部队要裁撤。
老兵的心像被蝎子蜇了，丝丝缕缕地疼。老兵
服役13年了，部队撤编，他是首当其冲要走。

有天晚上，老兵没睡。新兵用手电光在地
里寻到了他，他的脚下，烟屁股堆成了小山。

老兵抽噎了，他说他十几年的军旅岁月，
就这么结束了。从那时起，老兵消沉起来。

门外有汽车声响，是地方牌照的皮卡。司
机下车直接喊老兵的名字。老兵说是他最要

好的同学。皮卡去别的地方路过这里。同学
从车上卸下一些吃的，说不几句话就要走。老
兵打开一个布满灰尘的房间，搬出几袋化肥，
要放车上。新兵提醒老兵，化肥都是有账的。
老兵说，从采购到扔到地里，都是他一人负
责。多少年从没有以权谋私过。他说用十几
年的付出，换几袋化肥，不过分吧。

新兵说不行，我绝不让你这样做。说着上
前阻拦。老兵突然发疯，一拳冲向新兵。

倒在地上的新兵眼看无力阻止，就爬过去
摸到枪。从布袋里挤出一颗子弹压进枪膛，
嘭，一声枪响，子弹穿透雪幕，惊飞一树小鸟。

皮卡车空车走了，在雪地留下两条弯弯曲
曲的车印。

老兵想不到新兵会开枪，枪声把老兵震醒
过来。他转回身，慢慢把新兵扶起。新兵说，
老班长，我想问你个问题。老兵点点头。新兵
问，你是共产党员吗？老兵答，是。新兵问，你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吗？老兵答，是。新兵
说，你违反条令条例，我会对你不客气。

几天后，上级派人过来交接。所有物资都
是账物相符，唯独少了一颗子弹。

老兵拿出一份证明，上面写着：一只野狼
夜闯农场，战士郑义果断开枪驱离，消耗子弹
一发。

后面签有老兵的名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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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到”字

把我的热血燃烧成枪管上的烤蓝

那最炫目的光焰最迷人的色彩

让我永不言败

一个“到”字

把我的骨骼

冶炼成压进枪膛的子弹

那最坚毅的个性最优美的姿势

让我勇往直前

当告别昆仑的苍鹰

捧着珠峰的雪莲归来

当告别西沙的海燕

捧着南国的木棉归来

当告别漠河的极光

捧着北方的木兰归来

当告别东海的碣石

捧着初升的星汉归来

我听见中岳嵩山的召唤

我听见黄河母亲的呼喊

欢迎你，戍边归来的中原骄子

欢迎你，光荣退役的中国军人

放下匆匆的行囊

叠好心爱的军装

藏好耀眼的奖章

向您报到，最牵挂我的故乡！

向您报到，最疼爱我的爹娘！

向您报到，最关怀我的太阳！

一声到，一生到

你依然在不留姓名的雷锋团

你依然在固若金汤的钢铁连

你依然在赴汤蹈火的敢死队

你依然在克敌制胜的尖刀班

我看到了

那个为百姓雨中送伞雪里送炭的你

我看到了

那个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时

冲锋陷阵的你

我看到了

那个披星戴月挖掉穷根脱贫攻坚

守住绿水青山的你

我看到了

那个创新创造中国方案

把五星红旗插上科学高峰的你……

那永不褪色的绿

绿了原野绿了河岸绿了千架大山

那永不退役的蓝

蓝了城郭蓝了湖畔蓝了万重苍天

一声到一生到

摧枯拉朽直冲九霄

一声到一生到

排山倒海地动山摇

中国退役军人，因拼搏而自豪

中国退役军人，因出彩而骄傲

中国退役军人，因壮美而崇高

向最美中原退役军人致敬！

向最美中国退役军人致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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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前夕，离家千里之
远，我这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蛋
子，很想给父亲这个老兵买件有意义
的礼物，这将是我拿到工资后给父亲
买的第一份礼物。

买什么好呢？思忖再三。湘南
的夏季，天气异常潮湿闷热。吃过晚
饭，我把白天训练时被汗水浸透的几
件衣服洗完，躺在床上小憩片刻，脑
海中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给我讲起
的军人精神。父亲曾经多次说起，在
部队时，听他的老领导跟他讲对越自
卫反击战中亲身经历的故事，讲解放
军战士在猫耳洞中克服种种艰难险
阻英勇战斗的情形。父亲还曾带我
到西柏坡等革命圣地参观学习。正
是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我从小在梦想
当兵的同时，对“军人”这两个字有了
更深的理解。

入伍之后，我更加认识到军人之
所以与众不同，绝不仅仅只是身上鲜
亮、威风的军装，更有在危急关头，为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挺身而出的责
任。我希望自己在部队这个大熔炉
中，从一个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
意志坚定、志向远大的优秀军人。

父亲平常很少抽烟喝酒，作为一
名有 2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常对
我讲，强健的身体是一个人的最大资
本，也是实现理想和抱负的重要条
件。记得以前，每逢星期天在家休
息，当我还在床上睡觉的时候，父亲
就早早地起床跑步去了。他平时最
大爱好就是运动，每天都坚持跑步锻

炼。思来想去，给父亲买个运动鞋，
让他跑步时穿上儿子买的鞋，岂不是
最好的礼物？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
天，一双运动鞋不算什么，但也是我
作为儿子的一份孝心。

念及此，我忍不住打电话给父
亲，表达了买礼物的意思。父亲电话
里先是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然后说
自己有鞋，劝我不要浪费钱财。我连
忙说，作为一名火箭兵，虽然远在千
里之外的深山密林之中，为了千家万
户的安宁坚守岗位，保家卫国，但心
里也总想能整日陪伴在父母跟前。
为了弥补这份遗憾，就想借此表达自
己的感恩之情。父亲终于同意了，又
特别交待我一定要给母亲也买上一
双运动鞋。

数天后，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
父亲穿上我买给他的鞋后，心情大不
一样，步履更加轻快了。我听后很开
心，仿佛看到每日清晨，父亲迎着朝
阳，穿着我买的运动鞋，在我家附近
的公园里健步如飞的样子。

我想，这就是幸福。我们今天这
种无处不在的幸福是无数革命先烈
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是一代代军
人无私奉献得来的。

记得父亲说过，当兵，是他今生
最荣耀的事！比起一双运动鞋，父亲
给我的是最宝贵的精神礼物。我相
信以后回忆自己从军的经历时，我也
会心胸坦荡、满怀豪情地说：当兵无
悔、问心无愧、报国情深！3

多年前的一天，一头白发的老太太正站
在自家破旧不堪的土屋前发呆，小孙子在她
跟前跑来跑去，她穿着洗得有些褪了色的粗
布衣裤，头上戴着一块当地妇女惯用的蓝围
巾。这时村主任领着几个外乡人走过来，村
主任用当地方言对她说：“他们是电视台的，
想找你了解点事。”她唤了一声孩子后，不冷
不热地把人让进屋。

“大娘，你叫什么名字？”电视台的一个女记
者问。

“人家问你叫么名字？”村主任用当地方言
翻译了一遍。

她的脑子好像一下子出现短路，这么多年
很少有人提到她的名字，她自己也有些想不起
来了。她努力在记忆里去搜寻自己叫什么。见
她还没有回答，村主任着急地说：“你不是叫华
子玉吗？”

经村主任这一提醒，她好像突然想到自己
是应该叫华子玉似的，向着大家尴尬地一笑，重
重地点了下头。

女记者说：“大娘，您还记得小时候的事
吗？您好好想一想，小时候是不是有人叫您英
儿啊？您记得老家是哪儿吗？您今年多大岁
数？”

村主任成了她们之间对话的翻译。
老大娘想了一会儿，用当地方言问村主任：

“她问这些干什么？”
村主任说：“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线索，

一个80多岁的女红军战士，让他们帮助寻找在
长征路上失散的侄女，她叫李小英，今年应该有
70岁了。”

“大娘，听说您也是陕西汉中人，您看看这
几张照片，对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印象？”

望着眼前相片上身穿红军服装的年轻女
兵，思绪把这个农村的老太太拉回到了 1935
年 4月的一天：太阳快要落下西山的时候，在
四川土门的一个小村子里的破庙前，一小队大
多由妇女们组成的队伍停了下来。领头的一
问，这庙里能住，就决定晚上宿营在这里。这
时，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从一个小女兵的肩头
滑落下来，小女兵一屁股坐在地上，再没有力
气抬手擦一把脸上的汗水。小姑娘得有脱肛
病，脱出的肠子发炎，流血、流脓。刚开始有二
叔、三叔轮换背着她，后来他们和她的爸爸一
起编入作战部队，向西开进了。她的妈妈和二
婶先后染上了伤寒病，掉队了，后来，照顾她的
三婶也牺牲了。就这样，一路上背一背走一
走，照顾她的担子，全落在了 16岁的小女兵身

上，那是她的小姑。
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部队要西进，过茂

县、理番后，马上就进入草地了。吃了几口晚
饭，小女兵哄她说：“英子，我领你去找个能吃饱
饭的地方。”小女兵领她到街上去，看到一个小
茶铺开着门，就走进去，对一个看门的老婆婆
说：“把这个小姑娘送给您吧。”刚开始人家看是
个病孩子，不肯要。小女兵求人家说：“老婆婆，
求求您了，发发善心，给孩子吃两顿饱饭，我找
到大人就回来接她走。”好不容易才说动老婆婆
勉强收下小女孩。

半夜里小女孩哭着跑回了庙里，她找到小
女兵说：“小姑，你别扔下我，我今后再也不喊饿
了，我自己走，一步也不让你背了……”小女兵
和小女孩搂在一起抱头痛哭。但最后小女孩还
是被送了回去……

老大娘一边看着照片一边回忆起了过去，
她以为这一辈子再也回不了故乡，再也见不到
一个亲人了。老大娘哽咽着说：“这是我小姑，
她还活着吗？”

不久后，在北京的一所普通干休所里，当年
的小女兵和小女孩见面了，一对失散了多年的
亲人终于相见了。这一刻真是悲喜交加，她们
全家有六口人牺牲在了长征路上……3

半个世纪前，那个初冬的早晨，入伍的新兵
要到公社武装部集结了。

前来送行的姑娘卢桂芳，为新兵姚建华整
了整衣服后，依依不舍地拉住了他的手，眼圈顿
时红了。

此刻，姚建华的心被幸福包围着，一股热流
涌遍全身。他对桂芳庄重而略带腼腆地叮嘱
道：“你在家等着俺！”

“嗯，俺等着你！”她闪着泪花点点头后，脸
上露出了甜甜的笑靥。

鸿雁传书的日子是甜蜜的。
然而，到了 1969年 3月之后，就再也收不

到建华的来信了。
起初，桂芳想着部队上训练忙，后来听说东

北边防线上发生了战事，她的心不由得一下子
揪成了疙瘩：“建华，你可要平平安安回家呀！”

秋收后的一天上午，部队上来人，把建华的
父母请到大队部去了。

桂芳连忙扔下手中的活儿，一口气跑了过
去，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差点将她击倒：建
华在参加边境保卫战中身受重伤，已完全丧失
生活能力，现已安排到省城荣军院。

建华负重伤致残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桂芳
家里。

爹娘说：“妮，散了吧。”桂芳哭着不说话。
建华的爹娘是明理人，也劝她：“芳姑娘，你

对俺家建华好，俺们心领了，可建华伤成这个样
子，不能再连累你。”

桂芳依旧哭，什么也不说。
没几天，村里风言风语就传开了。
见劝来劝去劝不应，爹娘拉下了脸：“傻妮

子，你嫁他，难道是想走你三奶奶的老路不成？”

听到三奶奶，桂芳不由得打个寒战。三爷
爷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不幸被冻伤，失去了双
腿和右臂。从荣军院接回家后，三奶奶把一辈
子的时光搭在了三爷爷身上。

漫漫长夜，她起身走到院子里，隔着那段篱
笆墙，痴痴地朝着北方遥望。

“俺等着你！”当初的诺言，清晰地回响在耳
边；记忆的浪潮不时地撞击着她的心扉，送别时
的场景是那样清晰，却又遥不可及。

“人这一辈子，谁敢保证没个三灾两难？
再说建华是为保卫国家伤残的，他图的啥？
俺不能做那昧良心的事！”那一霎，她觉得笼
罩心头多日的乌云顿时消散，铁了心要去找
心上人。

为躲避众人的闲言碎语，一夜未眠的她起
个大早，顶着莫大的压力，悄然走出了村庄。

坐汽车，转火车，两天后，当她被领到要见
的人跟前那一瞬间，尽管早就有了万千准备，她
还是不由得惊呆了，面前这个脸色苍白，头发斑
秃，痴痴发呆的人，还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
吗？那个英俊潇洒，一开口就脸红的小伙子哪
去了？她回过神后，上前抱住他：“建华、建华，
我是桂芳，卢桂芳啊——”可面前的人，没有任
何反应。

她擦掉泪水，找到荣军院领导，说出了自己
来的目的。

老院长鬓发斑白，他沉吟半晌说：“姑娘啊，
这事关重大，不急，你考虑周全再说。”

桂芳扑通跪下了：“大叔，俺心甘情愿照顾
他一辈子，您就成全俺吧！”在一次次苦苦请求
下，老院长终于答应了，并张罗着为他们举行了
一场简朴的婚礼。

婚后不久，桂芳将建华接回原籍，在当地政
府安置在城里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尽管卢桂芳把各种困难都想了个遍，但婚
后生活的艰难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桂芳是农村户口，没有工作，再说家里也
离不开人，两个人每月就靠建华的优抚金度
日，吃饭就成了大问题，娘家与她断绝了来往，
城里无亲无故，从粮店买回供应的米面不够
吃，每到夏秋季节，桂芳就带着建华，到近郊农
村拾庄稼。

建华平日里不知道吃饭，可吃起来又不知
饥饱，顿顿都得靠桂芳哄着给他喂饭。有时刚
把一锅饭做好，还没来得及喂，建华顺手就把饭
菜掀个底朝天。无奈，她刷锅洗菜，重新开火，
这样的事记不清有多少回了。

孤独的滋味不好受。每逢看见周围邻居们
成双成对出入，那种持久的孤独感，如同浓重的
大雾，把她包围在里面。三奶奶虽苦，但跟前还
有个唠嗑的，可她陪伴的这个人，整天痴痴呆
呆，连句囫囵话都说不出。

韶华易逝，转眼已是半个世纪。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

的小草……”偶尔有一天，头发花白的桂芳，搀
扶着同样白发的建华，走在街心花园的甬道上，
旁边商店里传出这支歌曲时，她不由得放慢了
脚步，听着听着，她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喃
喃地说道：“这是唱我哩，这是唱我哩——”身边
的建华，也像听懂了似的，嘴里发出了“嗯嗯、嗯
嗯”的声音，朝她笑。

望着建华愉快的神情，桂芳含着泪笑了，
她笑起来很好看，仿佛又回到了她 20岁时的
样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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