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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回响
□邵丽

49 年前的初冬时节，即将高中毕
业的我，成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
士，正如歌里所唱：“十八岁、十八岁，
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映着我开
花的年岁，虽然没带上呀大学校徽，我
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此生，我未曾
有过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的兴奋体
验，但接到入伍通知书时，我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光荣和幸福感。近半个世
纪过去了，回想起当初的情景，我依然
激情难抑。

来到军营，第一步落脚处，是战争
年代曾威震江南的新四军老部队，大
家习惯地称为二支队，直到现在，我们
这批战友建的微信群，仍沿用“二支
队”群名，足见这三个字在大家心中的
位置。

自 1972年年底入伍，我 35年军旅
生涯中，最初十个年头都是在二支队
度过的。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无
怨无悔地留在了二支队。

二支队 10年，我经历了很多大事
件和大任务。比如 1973年、1974年两
次冬季长途野营拉练；1975年 6月间，
部队从华东某省向中原腹地战略移
防；1977 年和 1978 年，全团担负了湖
北某军垦农场为时两年的生产任务；
1979 年年初，为应对可能执行的战斗
任务，进行紧急扩编及临战训练。亲
身经历大事件或担负大任务，让涉世
不深的我，经受了锻炼考验，磨炼了意
志品格，经历了成长中的喜悦和烦恼。

10 年之中，我从连队士兵成长为
电影放映员，又成为电影组长，之后转
任连队副指导员、指导员。不同岗位

不同角色，给我带来了不同的人生历
练。

当战士，我感受了基层军事训练
摸爬滚打的紧张艰苦，意志和作风得
到了摔打磨砺；电影组当放映员，我为
官兵带去珍贵的文化享受，丰富了大
家的精神生活；当政工干部，我真切感
受到了士兵兄弟的淳朴伟大，感受到
战友情的纯洁与珍贵，读懂了指导员
的丰富内涵和责任担当。尽管之后我
曾在师和旅级单位任政委，我还是觉
得指导员这一称谓最亲切、最接地
气。40多年后一次战友联谊会上，已
两鬓斑白的老战友一声声唤我“指导
员”时，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
了，潸然泪下，激动不已。

1981 年离开二支队之后，我又在
军、师、旅、团等不同级别机关单位工
作，由一线作战部队转至地方部队工
作，还曾成为全军首批进藏挂职优秀
师 团 干 部 ，在 雪 域 边 关 锻 炼 一 年 。
2007 年，我脱下穿了 35 年的戎装，转
业至地方。多年的工作历练，也曾有
过很多难忘之事。但我始终认为，二
支队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特
殊的一段时光。我庆幸自己在人生观
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有二支队这
样风清气正的成长环境，更庆幸自己
在前行道路上，遇到了一批诲人不倦、
甘做人梯的前辈。

这些年随着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
革，二支队连同它的番号，已成为历
史，但老部队的传统和光荣永存，其精
神和魂魄已融入我的血脉，在我心中
化作永恒。5

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

平常得像一张素淡的画布，

在等待着描绘成熟和收割。

七月是一个让人期待的月令，

果实挂满枝头，

那沉甸甸的禾谷，

像一个个待嫁的新娘。

一切依旧是那么淡定、安详。

上早班的人们，在绿色的街道穿行，

他们小而坚定的幸福

洋溢在脸上。

没有人会想到，

平凡而温馨的生活

会突然另起一行。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这注定要在共和国的日历上凸起的日子，

从天空轰然落下

积蓄了千年的力量！

一声又一声雷鸣，

一阵又一阵风狂，

裹挟着倾盆大雨，

让美丽的大地变成泽国。

如大江东去，

惊涛拍岸，穿云裂石，

弹指间大地遍体鳞伤。

是的，

如今我在写诗，

有水、有电、有网络信号，

有热腾腾的咖啡的浓香。

灾难过后，生活一如往常。

我可以把所有的文字，

拼贴成自己满意的模样。

但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的，

是那些陡然伟岸的身影。

那个饱受我诟病的小马哥

他粗鲁、邋遢、

平时不拘小节，说话高门大嗓。

他就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冲出门去，

奔忙了三十多个小时，

救出了八条生命。

没有关于他的朋友圈，

也没人录下他的影像。

我的另一个年轻的朋友，

一个电动车经销商，

在电话里苦苦求告，

怎样才能迅速捐出一千辆电动车，

为需要的志愿者帮忙。

我看到了，我们都看到了，

宾馆在降价，

超市不打烊，

药店点着蜡烛营业，

图书馆大厅改成临时避难场。

包子铺的老板，

免费把包子摆在店外。

年过七旬的老人，

为救援人员送来滚烫的热汤。

是的，是的，

那温暖似乎很微弱，

但却绵延不绝

来自四面八方。

灾难无情，有情的是千千万万颗爱心

所聚集起的澎湃的海洋！

是的，英雄只是凡人，

他们不会从天而降。

他们是出租车司机，

在倾盆大雨中

连续奔跑三十多个小时

不收取一分报偿。

他们是进城务工的农民，

从泥水里舍命救起一家三口，

为一个家庭撑起重生的希望。

他们是惜时如金的快递小哥，

在被井盖冲走的窨井前坚守十几个小时，

为路人把安全守望。

是地铁里平时那些神情淡漠而疲惫的乘客

生死时刻喊出“让妇女和小孩先走！”

素不相识的人们拼尽最后一点体力

为生命垂危者张开坚实的臂膀。

也许，他们的一生都很平淡，

只是在这样一个没有月色的夜晚，

他们让自己顶天立地，

用人性的光芒

把人间照亮！

抖音上这样一个视频，

让我每一次点开都热泪盈眶。

一辆轿车被洪水冲走，

里面有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水已经没到车顶。

一个年轻人冲上去，

开始用手砸，用头撞。

又一个人过来了，

又一个，又一个，

过来了一群人。

在奔流的水中，你只能看见黑色的头颅，

他们随时都可能葬身汪洋。

但他们没有退却，

救出一个孩子，又救出一个孩子，

他们用伤痕累累的臂膀

把孩子们像自家的宝贝那样托举在头顶，

拼尽全力

送到安全的地方。

这样的故事

要怎样叙说，

才能具有榜样的力量？

不，不需要，

我不想说

多难才能兴邦。

因为这本来就是中原儿女

该有的模样。

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平凡人，

塑造了我大河南的英雄气象。

无论遇到多大的磨难，

你们都是最坚实的脊梁！

往者已矣 来者可追，

等待我们的还有诗和远方。

这一刻，

虽然创伤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经历过生与死的锤炼，

我们的意志坚硬如钢！

灾难让我们失去的只是物质，

得到的却是英勇不屈，战无不胜的信仰！

是的，是的，

锦绣河南依然会有青山绿水，

会有明净的月光。

英雄长去，逝者安息，

后来者会为他们建设和守卫更美好的家乡。

在嵩山之麓，

在黄河两岸，

肥沃的土地会重新生长灿烂的希望！

从今而后

不管花开花落，

我们心里都会常驻着对春天的向往；

不管天阴天晴，

都会让歌声永远守护英雄的天堂。

是的

在最短暂的时间里

我们收到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诚挚的问

候，

我们要让温暖的祝福，

到达每一片天空和海洋；

让河流归海，山川常绿

人间变成爱与花的海洋！5

（作者系河南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1948年 3月，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
发起洛阳战役。华东野战军3纵 8师 23团 1
营营长张明，受命带领全营突击攻打洛阳。
3月 11日晚，我军发起总攻，连续组织爆破
和突击，摧毁敌人挖空心思构筑的防御工
事，首先突破洛阳东城门！

洛阳东城门里靠路南楼房上，我军部队
突击进城后，仍有少数敌人顽抗，一阵僵持
后，张明命两名突击队员前去查看。

两名突击队员上楼后发现，敌人已经逃
走了，房主人也吓得不知躲哪儿去了，房内
床上放着漂亮的花被和许多衣服，床前摆放
着崭新的皮靴，楼上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
有，房间内只听到钟表秒针转动的滴答声。

这声音，吸引了两名战士的注意。
那是一只钢壳怀表，放在屋子中间方桌

上，雪白的表盘，漆黑的表针，在灯光下看
去，细小秒针滴答转动着。

两名战士看了看那只表，又在楼上搜寻
了一会，没有发现武器弹药，就急忙出去了。

之后，楼上来来往往走过很多战士，但
楼上东西始终原封不动地摆放着。

经过部队的顽强奋战，巩固突破口的任
务终于完成了，接上级命令，三连全体战士，
在楼上原地休息。

刚经历了激战的战士们已疲惫不堪，但
依旧队列整齐地坐在楼房内休整，大家已没
有力气说话，房间内安静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和桌上怀表秒针的滴答声。
三排副王保怀率先打破安静，开玩笑

说：“打仗需要表，要在三查前，我就把它装
起来了。”

这样说，但王保怀并没有动那块表。
别的同志议论纷纷：“要自觉遵守纪律，

楼上东西少了，咱连要负责。”
正议论时，副政治指导员庄建礼同志来了。
战士问：“副指导员，你看这表好吗？”
庄副指导员拿小刀剥开表壳一看，崭新

的表心镶着四颗宝石。
“的确是瑞士的好表。”看完后，表又原

样摆到桌子上。
战士们继续休整，屋子里恢复了安静，

表针依然滴滴答答转动着。
休整完毕后，部队出发，副指导员检查

纪律，楼上东西丝毫未动，钢壳表依然在桌
子上滴滴答答走着。

3月 15日，部队撤离洛阳，张明吊着绷
带骑在马上，若有所思，他决定把战士们进
城后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事写成报
告。当晚，安排好战士宿营后，他不顾疲惫，
带着臂伤，忍着剧痛，在豆油灯下铺开纸，连
夜写下一篇新闻通讯《桌上的表》。

表的主人看到了这篇文章，非常感动，精
心地把这块表保存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捐
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5

（报送单位：洛阳市纪委监委）

今年 70高龄的武玉江，为了“西姜寨老兵之
家”，依然奔波在郑州和开封之间。

武玉江 1951 年出生，1970 年参军，1973 年
入党，已有 48年党龄。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
战，曾荣立两次三等功。

退休后，他带着下肢瘫痪的老伴，回到了家
乡——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乡武拐村，用自家房
子创办了全国第一座“老兵之家”。2018年，“老
兵之家”被河南省文明委评为“学雷锋优秀志愿服
务组织”。2020年度，武玉江获得中央文明办“中
国好人”荣誉。

武玉江说，少年时，家中屋檐下挂着一个“木
匣子”（小广播），经常播放焦裕禄的先进事迹。从
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长大后要向焦裕禄学习，多
为群众办好事。

他 19岁参军，在部队入党，个人得到很大成
长。他对军队和军人都充满感情。2015年 5月，
西姜寨乡的 65名退伍老兵，碰到一件麻烦事儿，
因兵龄换算错误，导致大家每月补助下降。老兵
们准备联名到郑州反映问题。

得知此事后，武玉江从郑州急匆匆赶回老家，
自费宴请老兵，他动情地说：“我们是有组织有纪
律的解放军战士，也是老党员，我们一辈子要听党
话跟党走，不能给政府添麻烦。”他表态这事他会
一管到底，给大伙满意的答复。

武玉江多次与西姜寨乡党委和乡政府沟通协
调，退伍老兵很快拿到了漏发补贴，一场风波被化
解。

这件事，让武玉江陷入深深思考。西姜寨共
有上千名退伍老兵，其中党员有好几百人。能不
能给老兵搭建一个平台，既方便他们联谊交流感
情，又能鼓励大家发扬“退伍不褪色”的精神，为家
乡做贡献。武玉江有了建“老兵之家”的想法。

没场地，武玉江把自家才盖的养老用的三间
新瓦房，腾出来。

房子腾空了，怎样把空房变成像样的“老兵之
家”呢？他一夜起来四五回，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盘
算着。

第二天天不亮，他拿着多年积蓄，带着收集来
的资料，开车返回郑州，开始着手找广告公司设
计、制作老兵之家所需的各种文宣看板。

打这开始，三个多月里，他往返郑汴 108次，
累计跑了9720公里。“老兵之家”总算诸事齐备。

2016年 6月，“老兵之家”正式挂牌成立，当
天，涌入几十名老兵。

老兵们看到，“老兵之家”展示内容丰富，分为
“战场侧记”“战事集锦”“战地留影”“将军接见”等
板块，诉说着老兵当年的英勇风采！

老兵们看到，武玉江精心设计了光荣榜和荣
誉墙，安放了大家珍藏几十年的老照片和立功证
书，他们颤巍巍地站在光荣榜前，久久不愿离开。

93岁高龄的老兵王安邦抚摸着老照片，流泪
说：“我可找着家了。”

老兵之家还促成了老战友重聚。仇绍全、李
恒增分别40多年没见过面，在“老兵之家”里惊喜
重逢，两人久久相拥。

在“老兵之家”中，老兵们会重温入党誓词，分
享从军经历。通过这些活动，许多老兵坚定了“争
取光荣一辈子”的决心。老兵之家，不仅成为了老
兵们的精神家园，更成为他们退伍不褪色、投身家
乡建设的根据地。

在老兵之家的组织下，老兵们义务打扫卫生，
开展植树造林，参与挖河铺路，开封城乡哪有需
要，哪就有老兵团队的身影。

武玉江说，青少年教育像三伏天的庄稼，要勤
浇水，这样秋后才会有好收成。他发现，老兵的入
校国防教育课，很受孩子欢迎。他就从优秀退伍
军人中挑选出38名有战斗经历、表达能力较好的
老兵，成立了“国防教育宣讲团”。宣讲团成员不
仅用语言，更用一枚枚军功章、一本本荣誉证书，
向孩子们讲述激情燃烧的岁月。老兵的战斗故
事，激励了青少年的革命斗志，助力了青少年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宣讲团成立后，已到开封、郑州多所中小学，
为 6万多名学生做过爱国主义宣讲。2021年初，
有来自郑州等5座城市的30多所中小学向“老兵
之家”下了进校宣讲“订单”。

武玉江很自豪，他对老兵说：“咱们舞台大着
呢。党员没有退休期，为了下一代，我们要争取光
荣一辈子。”5

□胡文搏

百年问廉

一块手表显本色

我的军旅生涯
□王争亚

党员
没有退休期

□陈鹏飞

新生5 裴振喜 摄

雷霆吼来狂风暴雨

将大地变成一片汪洋

一只只冲锋舟劈开狰狞的洪魔

在风口浪尖上冲锋

冲锋舟是生命的希望

冲锋舟是生命的岛屿

冲锋舟是劈波斩浪的利剑

冲锋舟是湍急河流中跳动的火焰

冲锋，是战士的秉性

冲锋，是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冲上去

在汹涌波涛中书写壮丽的青春

冲上去

用壮丽的青春 书写

中国军人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军魂！5

战士的冲锋
□韩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