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振军（左）与战士们一同升国旗 资料图片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

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

时候。”对于孙振军来讲，在南海戍边

近六年是自己今生最大的幸福和骄

傲。孙振军1980年入伍，在南海舰

队某部队服役5年多。“现在回想起

在西沙的日子，那是我人生中最宝贵

的经历，也是我最自豪的时光。”谈起

当年的西沙岁月，孙振军感慨万千。

1982年初，孙振军第一次赴西

沙，当时乘坐的船不大，一个大浪过

来就把船推到十几米的浪尖，再狠狠

地摔下浪底，所有人都被甩得不能动

弹，胃里所有东西都吐出来了。“到最

后我吐了像蛋黄一样一团一团的东

西，老兵告诉我，这是胆汁，让我赶紧

喝水，不然没东西吐只能吐胆汁了。”

船快靠岸时，孙振军远远地看到前方

有一个红点，拿望远镜一看是五星红

旗。“那一刹那，祖国、海疆的概念一

下子就出来了，在永兴岛第一次看到

五星红旗的感觉，我永生难忘！”

30多年后，再次回忆起当时的

场景，孙振军仍难掩激动之情，他说：

“虽然首航西沙对于肉体来说是一次

痛苦的经历，但在精神层面，却是我

毕生的回忆和骄傲！”

孙振军拿出当年拍摄的照片，向

记者娓娓道来。在中建岛拍摄的大合

影照片前，身后那幢小楼前的电影幕

布，让他依稀回到当初那个年代。“这

块幕布是从来不摘掉的!”原因是当时

一两个月甚至两三个月才来一次补给

船，送来淡水、蔬菜、报纸、书信和电

影，船没来，没有新电影，旧的几部电

影就要反反复复播放。

一张战士们围着吃饭，在常人看

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照片，却让孙

振军回想起当初的岁月。“这是在护

卫艇上拍的，艇上生活条件很艰苦，

中间像饭桌的那个是水舱的舱盖，大

家每天都是在舱盖上吃饭。”孙振军

告诉记者，艇上没有新鲜饭菜，每天

只能吃罐头，刚开始吃的味道非常

好，吃不了三天，别说吃，看到炊事员

打开这个袋子闻到那个味儿就想吐。

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孙振军在那

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我对

三沙有种放不下的感情，因为她是我

的第二故乡。”

1999年2月，三胞胎兄弟出生于荆紫

关镇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父亲柯金域、母

亲王亚存都在荆紫关初中教书。受家庭的

影响，三兄弟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

陶和滋养。

小时候，柯金域就让他们学《三字经》、

《弟子规》等启蒙读物。每天放学后，兄弟三

人总是紧紧地围坐在一起，对着书齐声诵

读。那种学习的场面和认真劲，时常引来左

邻右舍的围观，小朋友更是纷纷效仿，三兄

弟俨然成了“小明星”。

“不但能读下来，还要求他们能背下来，

记在心里，在成长过程中慢慢领悟。”柯金

域说，学习这些传统文化，不仅使他们从中

收获了自信和成就感，还能让他们吟诵中对

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对其以后的学习知

识、感悟人生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

礼仪。”一提起《三字经》，柯鑫堤便对其中的

内容脱口而出。

不光是国学经典，有关革命传统的内容

也深受三兄弟的喜爱。毛泽东、周恩来、雷

锋、黄继光等革命先辈和英雄人物的故事，

让他们知道了先辈们生活的艰苦，感受到了

他们身上的可贵精神品质，也在他们幼小的

心灵播下了拼搏进取、自强不息的种子。

为了满足孩子们对学习知识的渴求，夫

妻俩可谓煞费苦心。家里没书，就从学校图

书馆借，有时利用到县城出差的机会给他们

买几本。为保证读书效果，细心的王亚存不

仅帮三个孩子制定了学习计划，还通过孩子

自己复述书本内容的形式，检验学习效果。

用功地读书，广泛地涉猎，让三兄弟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2012年春，兄弟三人代

表荆紫关镇参加了淅川县爱国读书竞赛。

最终，柯鑫圩、柯鑫堤分别获得了全县第一

名、第二名的好成绩。

虽说是三胞胎，性格却不尽相同。夫妻

俩介绍说，柯鑫圩坚忍执着，喜欢独立思考，

平时从不放过学习上遇到的难题，常常独自

钻研，好几次遇到难题时，他把自己关在房

间里，谁叫都不理，非把难题解开才肯罢

休。柯鑫堤随和沉稳，习惯好，持之以恒，是

个听话的乖孩子。柯鑫垄活泼好动，比较贪

玩，但生活能力强。学习和生活中，兄弟三

人相互帮助，共同成长进步。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兄弟三人总是

在一块学习。每天放学回家或者节假日，柯

鑫堤总会耐心辅导柯鑫垄的各门功课，解决

其疑问困惑。而在生活中，柯鑫垄则照顾柯

鑫堤多一些。由于柯鑫堤学习起来专注投

入，其他的事情容易忘记，这时柯鑫垄就主

动进行帮助。高二时，一次柯鑫堤患了重感

冒，身为弟弟的柯鑫垄跑前跑后，买药添衣，

端茶递水，在他的照料下，柯鑫堤很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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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军

一位三沙老兵的南海情
□本报记者 刘景华

三沙巨浪翻，

情思无限，

南海留我青春篇。

此情难遣？

往事三十年。

卫国守边，

手握钢枪浑身胆，

冷眼观潮笑群倭，

敢放狂言！

一首《浪淘沙·怀三沙》道出了退

役老兵孙振军的无限情怀。在今年举

国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9周年

之际，这位三沙老兵向记者展露了那

一份感天动地的爱国情怀，那一份牵

念南海国土的赤子深情。

孙振军，国内著名摄影家、摄影

评论家，现为河南省摄影家协会评

论员，三门峡摄影家协会主席，黄河

时报总编辑、高级记者。曾在西沙

某部队服役近6年，服役期间多次前

往西沙，拍摄了大量的珍贵照片。

在今年三沙设市四周年之际，孙振

军受邀参加“印象·祖宗海”三沙图

片征集暨设市四周年摄影大赛，获

得三等奖，并被授予“三沙市荣誉摄

影师”称号。

退伍以后，孙振军一直情系西

沙，笔耕数十年，先后曾发表视觉往

事之西沙中建岛、西沙女民兵、西沙

的海、西沙的云、西沙的碑、西沙的捞

海人、八十年代西沙戍边人等一系列

西沙文章，近期还将自己数十万字的

关于西沙岁月的书籍出版发行。

“让更多的人了解西沙，是我们

这些老兵义不容辞的责任。”孙振军

说。“前段时间，正是因为读了孙振

军先生的西沙岁月往事等一系列文

章，才了解到西沙的一些情况。”作

为《黄河时报》的读者，市民周先生

经常会翻阅孙振军关于南海的系列

文章，“其实，那段时间一直想了解

西沙的事情，但是我们离西沙那么

远，很少有机会这么详细地了解西

沙的事情。”

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前，遥

望中国的南海，孙振军心潮澎湃，深

情诵读起那首千古绝唱：“僵卧孤村

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

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孙振军告诉记者，52岁的他，时

刻准备着投笔从戎，如果祖国需要，

他将再去三沙戍守海疆，以赤子之躯

保卫自己的第二故乡，捍卫祖国领土

完整、捍卫和平！

正是这种深厚情感，让孙振军对

三沙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怀。

孙振军向记者介绍，三沙市是

2012年伴随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

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的撤销而同时

建立的新行政区，是海南省四个地级

市之一，现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

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政府驻地位

于西沙永兴岛，是中国位置最南、总

面积最大(含海域面积)、陆地面积最

小和人口最少的地级市。

孙振军告诉记者，建市以来，三

沙变化翻天覆地，面貌日新月异，岛

更绿、海更清、景更美。除去参加摄

影比赛外，他又可以拿着相机拍摄西

沙的云、西沙的海、西沙的礁石、西沙

的海螺……

在今年三沙设市四周年之际，孙

振军受邀参加“印象·祖宗海”三沙图

片征集暨设市四周年摄影大赛。 他

精挑细选了近百张在驻守三沙时拍

摄的照片，并取名《艰巨岁月·西沙往

事》，作品荣获历史类图片第四名、三

等奖；另一组图片《耕海履痕——三

沙旧影》，荣获优秀奖。

作品展位前，水舱舱盖当饭桌、

中建岛上“永不落幕”的电影幕布、椰

子树下才能种活的蔬菜……50多张

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的新旧照片，展

现了老兵孙振军的西沙岁月，也反映

了三沙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受到

邀请重返三沙的孙振军站在自己当

年拍摄的图片前，向三沙市委书记、

市长肖杰讲述起当年所亲历的三沙

故事，那时候守岛官兵的艰难令他印

象深刻。

戍边近六载，三沙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退伍30多年，三沙记忆时刻萦绕于怀

心念南海，时刻准备着再戍海疆

淅川三胞胎 同圆大学梦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冷新星高帆

7月28日，淅川县荆
紫关镇汉王坪村柯金域
的二儿子柯鑫堤收到清
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全家人久久地凝视着通
知书激动不已，自豪与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好事接二连三，柯
金域家的喜讯还不止如
此，他的大儿子柯鑫圩、
三儿子柯鑫垄也分别被
山东大学、新乡医学院
录取。“一炮三响”，一门
仨秀才，一时间，三胞胎
兄弟同时考上大学的消
息传遍了古镇，成了人
们茶余饭后热议点赞的
对象。

成才的背后，是艰
辛的付出，而更多的，是
三胞胎兄弟身上闪耀着
道德的光辉。

在学校，兄弟三人一直都是师生们公认

的热心人。只要哪个同学有困难，他们就会

积极帮忙。上高中期间，一位同学家里突生

变故，他们利用星期天时间去家里探望、慰

问，并发动其他同学捐款献爱心，让这位同

学从沮丧中重新振作起来。

暑假期间，当地的爱心人士组织开展了

幸福人生国学教育夏令营活动，其目的是弘

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专题讲座、亲

子互动等形式，提升家长和孩子的素质，而

且是免费服务的。得知这一情况后，兄弟三

人主动找到组织方，希望成为义工，为这一

公益活动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就这样，他们每天早上7点就准时到达

活动现场，打扫卫生、安排活动、迎接学生、

点名登记，一丝不苟地忙个不停。除此之

外，还要对学生们进行辅导和帮助。

“我们是辅导员，主要教他们学习国学

经典，对他们进行理想、励志、感恩等方面的

引导和教育。”柯鑫堤坦言，受经济条件、家

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一些山区孩子

人生方向目标不明，学习劲头不足，对社会、

对家庭、对自身缺乏责任感，生活方式、行为

习惯以及心理品质存在着一定偏差。但他

们也有梦想，只要耐心沟通，就可以激发他

们生活的信心。

由于兄弟三人今年都顺利考上了大学，

是这些参加夏令营孩子心目中的佼佼者，因

此，当他们传授知识时，学生们学得格外认

真，也更容易接受和认可。

“柯老师鼓励我要扬长避短，多发现自

己的闪光点，敢于战胜懒惰和自卑心理，做

个最好的自己，我现在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张宇这样评价自己的偶

像柯鑫堤。他说，自己以前学习上遇到困难

和挫折就想放弃，在柯鑫堤的引导下，他懂

得了坚持的重要性。他把柯鑫堤送给他的

“不是为了希望而坚持，而是坚持才有希望”

作为座右铭，并且工整地写在了笔记本的首

页。

柯鑫圩说，荆紫关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民风淳朴，家风文明，通过他们的付出，

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也算是为和谐家庭、

和谐社会做了一点自己的贡献。这个假期

虽然没能像别的同学那样出去玩，但过得

很充实。

“大学好比一个加油站，还有很多新知

识需要去学习。我要珍惜机会不断充实自

己，将来好好回报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柯鑫圩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多年来，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一直是柯

鑫垄的愿望。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人因患

病带来的不幸，他深知山区人民对医疗的渴

求。他说，在新的学习环境里，会更加勤奋

努力，掌握更多的医学知识。“我希望能成为

白求恩那样的医生，用仁心仁术为患者减轻

痛苦，带来福音，为家乡医疗事业的发展贡

献力量。”

并不富裕的家庭，养育孩子的压力，使

得柯金域、王亚存夫妇这些年来格外勤劳节

俭，而这也使兄弟三人慢慢养成了艰苦朴

素、崇德向善的好品行。

由于是三胞胎，兄弟三人穿的鞋子往往

是同一款式、同一颜色、同一型号。有一年，

柯鑫圩、柯鑫堤各有一只鞋子烂了，虽然经

济不宽裕，王亚存还是考虑着给兄弟俩人都

重新再买一双。谁知道身为老大的柯鑫圩

却有了好主意：把各自还能穿的那只鞋拼在

一起，就又成一双鞋了，只需再买一双就行，

这样一下子节省了50多元钱。

还有一年，柯鑫堤的一双鞋子都烂了，

王亚存实在看不下去，就狠狠心扔到了外

面。可让她完全想不到的是，柯鑫堤知道后

又捡了回来，嘴里嚷嚷说补补还能穿。就这

样，鞋子修补后他又穿了近两年时间。

在读高中的三年里，兄弟三人基本上

都是穿着校服，很少穿其他款式的衣服。

“只管学习，不管穿着。”柯鑫堤的班主任丁

戈说。

对自己节俭，从不乱花钱，而对于别人

的钱物则是拾金不昧，分毫不取。柯鑫堤在

上初一的时候，有一次捡到了200元钱。他

没有多想，就直接交给了老师，后来被评为

“拾金不昧好少年”。高二会考时，他在赶往

考场的途中，捡到了一个准考证和身份证。

为了不影响那位同学考试，他就按照准考证

上的信息，亲自跑到考场把证件交到了那位

同学手里，而他自己却耽误了10分钟的考

试时间。

在荆紫关镇，熟悉柯金域的人都说，他

待人宽厚，很少与人红过脸。在他的教育和

影响下，兄弟三人也都谦和有礼，不计恩怨，

与人为善。“用放大镜查找自身原因，用显微

镜发掘别人优点。”兄弟三人把这句话当成

了待人处事的准则。

说起自己的学生柯鑫圩，南阳一中的程

文峰老师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对人有礼貌，

尊重老师，与同学们相处非常融洽。

家庭的教育，学校的培养，使兄弟三人

常怀感恩之心。高考结束一回到家里，他们

就自觉干起了家务活，争着为父母减轻负

担。柯鑫圩炒菜做饭，当起了“大厨”；柯鑫

堤洗衣扫地，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王

亚存甲状腺结节，柯鑫堤柯鑫垄主动承担起

了照料的任务，天天熬药，端饭，洗碗，忙前

忙后。

11 好学互助的“明星兄弟”

22 勤俭善良的“美德少年”

33 担当奉献的“爱心使者”

全家福 高帆摄

柯氏三兄弟共同分享收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的喜悦 时文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