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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副刊
的战斗准备后，
沿着弯弯曲曲的堑壕，
信步
走向海边。柔和的海风迎面吹来，
精神为之
一爽，昨夜因巡逻而睡眠不足的倦意被风
吹跑了，我想这时祖国人民正奔向各自劳
动岗位，
青年学生们正背着书包，
走在阳光
照耀着的柏油马路上去求学，守卫在祖国
刘鼎魁
海防前哨的战士正在迎接着新的战斗的一
天。突然从岛上东面传来连续炮火的爆炸
声，
不难辨出这是金门岛上，
敌军又向我兄
殿后掩护部队阻击我军，我营一鼓作气反
身上的汗水和泥土从未离过身，还缺用淡
弟连队防区疯狂炮击了。我立即向阵地飞
击到该高地时，营里二连泰安英雄连的二
水来冲洗。岛上风沙大，
雨水多，
有时暴风
奔，
在交通壕的拐弯处，
我几乎和电话员钟
排奉命攻夺该高地，二排连续组织几次攻
砸着沙石狂吼乱舞一整天，吃饭时只能蹲
绍杨碰了个满怀，
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
击，因地形易守难攻，均未奏效，二排的班
在交通战壕，在风沙中吞咽食物，被沙石
“三排长，
快！指挥所打电话找您！”
我跑回
排干部大部分阵亡，排长张建孝也负伤被
粒儿硌活了牙是常有的事儿。
阵地抓起电话筒，
传来了射击的命令，
这时
抬下去了。这时营里命令我们一连迂回侧
我们用劳动和汗水在上级规定的时
各炮都已做好了射击准备，按我的命令 6
翼向高地攻击，
配合二连二排正面进攻。我
间内修好阵地和住洞。又用勤劳的双手美
号先装弹发射，只见 6 班副班长把火绳一
和战友们一路反冲。闽南盛夏的骄阳如同
化了住地环境，按各人住洞的大小都做了
拉，
轰的一声，发射完毕的声音刚落不久，
大火炉子，
汗水湿透衣裳跟皮肉贴在一起， 一张能看书写字的小木桌，还在敌人的炮
“打得好!正中敌军阵地。
能拧出水来，
硝烟弥漫的战场，
火药气味呛
火打不到的死角海滩处修建了小篮球场， 指挥所就来电说:
的人口干舌燥，
嗓子冒烟。在冲锋出发地， 福建籍战友托亲友弄来了陆地上的泥土， 全排齐发急速射！”
炮弹带着渔民的仇恨，
想起挎包里有房东送给的几个大山芋，是
战士们的愤怒，
在敌军阵地上爆炸，
浓烟弥
栽种了鲜花和草坪等等。
既能解渴又能充饥，把挎包里的山芋往地
漫，
战友们笑着说，
这下可叫敌人尝到了咱
一水过三关
上一倒，战友们抢过来三下五除二就给报
们的铁蛋的厉害了。
销了，
腹中有食身上添劲脚下生风，
在激昂
在守岛最艰难的日子里，最珍贵的是
当然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
敌人调整
的冲锋号声中，
我们向高地侧翼发起攻击， 水。人的生命和生存都离不开水，岛上居
炮火向我炮阵地还击了，
其排炮一阵紧过一
民区有淡水井，但水量很小，岛民用水都
顿时敌军一部分火力被吸引过来，嘟嘟嗖
阵，
炮弹密度如雨点一般，
顿时我阵地被黑
很困难，子弟兵绝不能与岛民争水，我们
嗖，
敌人射出的子弹在我们身后乱飞。与此
色的烟火笼罩，
弹片碎片满天横飞。加固工
的水源只能靠运输船从陆地运来，战友们
事的沙袋包被抛上天空，
刺鼻的火药味让人
同时泰安英雄连二排再次向高地攻击。说
冒着炮火封锁冲破惊涛骇浪，有时还要付
窒息，
战斗越来越激烈，
在这紧要关头想起
时迟来时快，华东战斗英雄张学栋同志用
出血的代价，为守岛战士送来的水太珍贵
临战前首长教导的话，
“这里是保卫和平的
胸膛堵在敌军一个重要火力点上，一等功
了。面对缺水的困难，
全排形成共识：
绝对
前哨，
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眼
臣林炎何就在这一刹那带领二排仅剩下的
保障饮水，严格控制用水，对用水搞“一水
睛都注视着这里”
，
是啊，
作为军人如不能战
八位战友在一排手榴弹爆炸声中，借烟幕
过三关”
，就是以班为单位各准备三个盛
胜敌人，
祖国要我们干什么？人民养我们干
的掩护杀上了高地并打垮敌军的二次反
水用具，
把洗脸水存放好，用来洗衣服、擦
什么，于是我挥舞着拳头高呼鼓动口号：
同
扑，这时我营连都把二梯队预备队投入战
身子，
最后再洗脚。
志们！为了祖国的尊严，
为了军人的荣誉，
坚
斗猛追猛打，
追向海边横扫溃逃残敌，
东山
决把敌人压下去！这话不仅是我的决心，
也
岛反击战以歼敌 3000 余人而获全胜。
风雨夜运送炮弹
是全排同志的意志，
这是一场比勇敢赛意志
以岛为家当好祖国哨兵
的较量，
在生死严峻考验面前，
没有一人畏
一个夜晚，
上级把几百发炮弹，
渡海运
缩，
坚守战斗岗位，
穿梭在弹片横飞的空隙，
到小嶝岛上的码头，上级命令我排把几百
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到
跳跃在弥漫的烟火中，大炮始终发出怒吼，
发炮弹当晚要抢运到阵地上。当晚海风就
哪里去战斗！这不是在唱歌而是在执行党
英勇顽强的战斗着。敌军炮阵地终于被我们
像跟人显威风似的的嗷嗷叫，刮得人们连
的指示，去守卫金门海域最前哨的岛
打成了哑巴。这时已中午，
岛上居民屋顶上
眼睛都不敢张开，
天还下着牛毛细雨，
崎岖
—小嶝岛。小嶝岛是金门海域的小
屿——
升起一缕缕炊烟，
海面上也出现三五成群的
的山路上像涂了一层滑油，迈步不小心就
岛，
东靠大嶝岛，西林角屿岛，方圆也就两
渔船白帆，
同志们挂满烟土汗水的脸上浮现
会滑倒，同志们扛着 50 多斤重的炮弹行
平方公里左右，在一般地图上找不到，用
出胜利幸福的微笑。
走起来很困难，不少同志滑倒了爬起来继
当地渔民的话说，
“小嶝岛，一个小乡两个
我在从军多年里，
都在守卫海防前线，
续走，
还有的同志从山腰滚摔到山脚下，
衣
堡，一发炮弹炸开了，弹片全岛找”，因它
特别是在守卫小嶝岛时，当时环境特别艰
服撕破了，
跌得肉破血流，
但还是把炮弹紧
距离敌军盘踞的金门岛隔海相望的战斗
苦，
住的是黑暗潮湿的土洞，在 20 多岁就
紧的抱在怀里，
有好几位党员、
团员同志带
地理位置，在祖国的东海前线有着特殊的
得上了冠心病。但同时艰苦的环境也磨砺
病来参加抢运炮弹，
拦也拦不住，
他们说多
重要性。上世纪 50 年代，
我在中国人民解
锻炼吃苦耐劳、
克服困难的精神，
培育了一
抢运一些炮弹就能多消灭一些敌人，这点
放军任排长，多次带领全排登上小嶝岛执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坚强意志，这可是用
病算个啥！忽然金门岛上闪亮了火光，
接着
行多项作战任务。
金钱买不到的巨大精神财富，受益终身。
不远处传来了爆炸声，
在敌人的炮火下，
同
为减少伤亡，猫耳洞里安家
在我生命里也得到了回报，表现在生死关
志们加快了脚步，牛毛细雨不知道什么时
头经得起考验，面对病魔敢于抗争并最终
候停了，
直到东方发白，
任务完成了。完成
按照上级命令，我排在西端临海边
任务后，
同志们还冒着热汗的脸上，
被彩霞
战胜了它们。
处，
方圆不足百米的狭窄的 4 号高地修筑
阵地，在炮火下为避免无谓的伤亡，我们
映照，
显得更红更加漂亮了。
的“家”只能安置在猫耳洞里，在建“家”的
炮战的早晨
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是世人想象不到的，
我和战友们日以继夜的挥镐凿洞，手上磨
早晨鲜红的太阳徐徐生起，海面上被
起的血泡是破了再起起了再破，擦破皮
朝阳映照得一片通红。海面上还轻微的吹
肉、闪了腰、震裂了虎口更是常有的事儿， 着柔和而温暖的风，
我照例检查完各门炮

我的战斗岁月

（25 岁时的刘鼎魁）
军营是我成长的摇篮
父母给了我肉体生命，军营给了我政
治的生命。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我庆幸自
己走对了路。16 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战斗连队当兵，连队是我亲爱的家，是
我温暖的家。首长像我们的父兄，战友如
同亲兄弟一样，连队党支部哺育我成长，
用党的光辉思想武装我的头脑，指引着前
进的方向，教导我把个人的一切融汇到为
党的事业奋斗中去，使我懂得了为谁当
兵、
为谁打仗的革命道理。历史给了我们
这个机遇，所在部队在 1949 年奉命向福
建进军，
担负解放福建保卫福建建设福建
的光荣任务。当战士时我在福建龙凤山战
斗中勇闯敌阵，初色完成任务被评为战斗
模范，当干部时在 8·23 炮击金门的战斗
中，那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硬仗恶仗，我两
次负伤坚决不下战场，硬是指挥全连打出
了“威震海疆英雄连”的荣誉称号，我个人
获得上级嘉奖，两次荣立二等功。
奔驰在八闽大地上，
坚决歼灭窜犯之敌
我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很快解放福
建全境后就驻防在福建的沿海最前线，担
负起保卫国家的光荣任务。福建有着漫长
的海防线，其经济、工业布局和文化教育
中心设施，都集中在福建至厦门 900 里的
海防线上。金门岛被国民党军队用作侵犯
大陆沿海地区的桥头堡和跳板，沿海人民
的和平幸福生活遭到多次恶意破坏。历史
的长卷翻到 1953 年 7 月 16 日，正是部
队半休的第一天，当时我工作在渡江先锋
营一连。午饭后不久，突然连队吹响了紧
急集合号，我很快全副武装到上级指定地
点上车，在汽车上上级传达命令，进行战
斗动员，才晓得是敌军窜犯我东山岛。汽
车全速向战地开进。我们这支机动值班部
队，如天兵下界，迅速从八尺门渡口登上
东山岛，立即展开反击作战，打得对方丢
魂丧胆，
全线溃败。对方为了保其残兵败
将从海上逃命，在一个叫 200 高地上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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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杨长云、
张彤、杨母、
小崔、
阎福珍、
杨长林长女）

一张珍贵的照片

坚守

有诗有志的日子
刘万庆
当巩固向好态势与恢复生产生活，如春风偕着春雨比翼齐飞的时
—不是诗情，不是志意，而是积习经年的心路
候，有种冲动压在心头——
随笔。
从没有过这么漫长的春假。且在来势汹汹的疫情下，在完全没有心
理准备的阴影里。好在有电视，有手机，有千千万万逆行者的使命担当
和一腔热血，让居家封闭的日子，除却焦躁，更多的是感动和身为中国
人的骄傲！
从没见过这么恣意汪洋的诗海，和数以百万计的诗人的阵容：出于
对各色病毒瘟疫的痛恨、对各路逆行战士的大爱，让熟识和不熟识、写
诗和不写诗的文人们，
拿起笔来直抒胸意一吐情怀。
最先感动我的，是宪冬兄发在圈里的《此刻，我们只露出半张脸》，
一经上传网络，
便引领了“半张脸”
的诗潮。我忙赞道：

莫道脸半张 ，中华挺脊梁 。
涓涓润诗圃 ，煌煌炯国疆 。

继而是永君的《注目武汉好人组诗》和永宏的《疫情中与租房大
姐视频》，我再打趣道：永君永宏，早负诗名。战疫阵前，抒发真情。接
着是光祥、学恭两位退休老同志的《天使出征》
《钟南山院士的泪》。我
又点赞道：

格律圣手写新诗 ，未曾初啼人不知 。
但使佳作能抗疫 ，冬去春来泪眼湿 。

我以为，无论在职、退休，抑或居家、支前，身处沧海横流的历史关
头，
忝为作家，
总应留下一些文字和态度。刚好周永君约诗稿，我便放下
文稿，熬灯守夜写了数十行——
—天亮再读，多属口号，
那叫一个遗憾。
赶在年前，
匆匆忙忙赶印了 35 万字的《北辰房地产志》复审稿。假
使没有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我也计划利用春节好好校对，复审后一并修
改。甫进鼠年，
疫情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
而假期于我等也越来越长。既
然写诗不成，
索性踏下心来，大开大合专心改志，
只在身心疲惫时，欣赏
文友们的一首首长诗短句。
通过查找资料、
旁征博引，
先是补齐了赶进度时留下的数据空白，
重
构了私立校舍和村镇新建；
再是充实了旧时租税和依法行政，
调整了房
屋拆迁和住房保障；
最后增设了公益展馆和违建治理……俨然比平日里
还紧张、
倾注，
连女儿每天电话问候时，
也总关心我的进度和状态。那日，
得知我嫌实业界的名人故居分量不足时，转天就发来了宜兴埠人称“庞
老爷”
、
老美华鞋业创始人庞鹤年的历史资料，
又在林学恭等知情人的帮
助下，
完善了庞鹤年和师范教育家杨学思旧居入志资料。
约莫从元宵节起，我与搭档杨光祥老主任的电话微信，谈诗极少，
论志更多。而当疫情防控趋势渐向好时，
我俩方迫不及待戴着口罩走出
家门，
补拍了许多房屋建筑实景照片。
诚如我们北辰住建委党委书记、主任王振卫在志稿序文开篇写道：
“古往今来，翻阅房屋建筑的历史，总是让人叹为观止。诵读上乘房地产
志，也每每令人肃然起敬”——
—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这部复
审志稿不再衣衫褴褛形骸放浪；作为老一辈修志人重修的《北辰房地产
志》，也将少有力所不及的缺憾；作为自己私人订制“有诗有志居家抗
疫”
的舞文弄墨之人，
我谨以此文留作纪念。

张彤
我的相册里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
片，
那是我在公安红桥分局刑警队时，和
我的好友小崔与登高英雄杨连弟母亲、
杨连弟的老伴儿、杨连弟二女儿杨长云
一家的合影照。每每看到这幅照片，
自然
会想起英雄杨连弟和他的英雄母亲！
1966 年 5 月，我从春德街派出所调
到公安红桥分局刑警队，工作中认识了
红桥区教育局干部小崔，通过小崔又认
识了红桥区教育局的人事干部、登高英
雄杨连弟的二女儿杨长云。我从小就特
别崇拜英雄，
听说长云是杨连弟的女儿，
倍感亲切，
十分愿意和她来往。长云和小
崔也经常到我家串门。而我们到长云家
去的时候，心中总会有一种对英雄和英
雄家庭的尊重和敬仰。杨连弟的母亲对
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和蔼
可亲，平易近人，还常常给我们斟茶倒
水，
赶上
“饭口”
就留我们吃饭。
我在与英雄家庭的接触中，
心灵深处
受到光荣传统的教育。杨家家风家教好，
生活艰苦朴素，
孩子们讲规矩，
守纪律，
谦
虚谨慎，
耿直讲理，
从不因杨连弟是英雄
而居功自傲。那时候，
杨连弟的老伴儿阎
福珍经常受邀到各处作报告，每逢外出，
杨连弟的母亲心里“明镜儿”似的。她知
道，
儿媳是去向人们介绍杨连弟的英雄事
迹。想想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连弟，
在年迈母亲的心里，
总因失去一个好儿子
而心如刀绞。可老人家性格刚强，
从不在
人前掉泪，老人常对别人说，得让后辈人
知道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为了支持
儿媳，老人家担负起家里的所有家务，
洗
衣做饭，缝缝连连，
把家里家外收拾得井
井有条，
大人孩子拾掇得干干净净。
我崇拜英雄杨连弟，
更为杨连弟有一
位这样的英雄母亲而骄傲！1968 年，
长云
陪我和小崔一同看望英雄的母亲，
正赶上
杨连弟的老伴儿正照看长子杨长林的长
女，
我们便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罗
时
东
摄
影

一份哀思寄深情
胡杨

遥望春天好美景，一朵花开润心境。
玉兰纯洁心似玉，笔端都是无语声。
时光的流水浸透了我的诗句，难忘的
春天陶醉了我的胸怀。
清明节快到了，慈祥可亲的老岳母您

好吗？
想到这些生活往事，泪水模糊了我
的眼睛，一晃五年了，一想起老岳母，就
想起许多难以忘怀的春天。就想起她每
一天辛勤的脚步。那是我刚从部队探家
回来，第一次去岳母家还记忆犹新。老人
知道我这个姑爷来登门拜访，早早把院
落打扫干干净净。见到我穿着军装，老岳
母微笑着让我进屋，老岳父也高兴与我
聊着部队生活……
一晃多少年的记忆啦！老岳母给我带
上岳父蔬菜大棚刚割的一捆芹菜，和新炒
的花生米。
老岳母为了我的庄稼，带着全家忙呼
一整天，
割麦子，打麦子。
老岳母为了我们生活更好一些，帮我
们带孩子，
接济我们的生活。
想到这些，我在这春天更思念老岳母
了，您放心吧，您的儿女们家过的日子都
好！家乡的田野更好，
老家发生了巨变。
那还是我在高铁工作的时候吧，忙
忙碌碌的我有一天听到老岳母病了，我
从单位去了武清第一人民医院，见到老
岳母时，老人安慰我说，没事的，不能耽
误上班呀！听到母亲的话语，我知道老

人此时此刻的心情。老岳母做手术后情
况并不看好，出院时有点犯难了！孩子
们 要 上 班 ，都 有 自 己 一 份 日 子 ，看 到 老
人 的 表 情 ，我 对 老 岳 母 讲 ，还 是 上 我 家
吧，您闺女照顾也方便，又能照顾家，在
我家养病三个月的时光里，我和老伴精
心照顾老人，岳母家几个儿女也同样精
心伺候老人……
也是这样的春天呀！老岳母安详地走
了！那是我出乘上海虹桥刚到德州站，听
到消息，我的眼睛湿润了。一想到老人对
我讲的话语：知足了，给你添麻烦了，对我
闺女这么好……
我此时的更想念可亲的母亲了，多么
善良的老人啊！遇到左邻右舍困难时，尽
自己微薄之力帮衬大伙。
老人的脸上写满了沧桑岁月，那手上
的老膙让我读懂老人的坚强，那脸上皱纹
就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给我工作无穷的
动力和鼓舞。
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母亲用的缝毯
子小拉车还在，那对儿女的希望还在，那
她心中的海棠花还在，那温馨的家园还
在……
望着窗外美景，我看到了玉兰花开，
看到了桃花绽放，为了照顾好岳母，每天
给老人熬酸梨汤，每天给老人讲高铁上的
动人故事，讲那油菜花香，讲江南美丽的
图画。
不是吗？人生的风雨有坎坎坷坷，人
生的风雨有酸甜苦辣，人生的风雨有上坡
和下坡，只要有一分生活的动力，就会看
到你自己生活的阳光。

农民画 裴忠贺

野花 （外一首）
念小雨

这段日子阳光好像故意欠下
充足
雨水纷纷
一条路 ，还有路上的野花
会被反复提起
匆匆上路的人
走着走着
就和迎面而来的暮色
手搀了手
河流 、篱笆
还有紧急升起的炊烟
伸出的手
始终被一座山隔着距离
只有野花不甘心
用细小的嗓子一朵朵去喊

同舟共济

喊疼了
也不轻易改口

花开有你
当疫情来袭 ，你第一时间
打了申请
按完红手印 ，再把长发
交给剪刀
你多么像一缕纤细的春风
带着温度
去融化一座 ，被病毒彻底
冰封的城市
因为有了你 ，有了众多
温度的聚集
武汉的春天 ，就有了发芽
就有了打朵
当所有的花 ，完成灿烂时
你要回去了
但你的温度 ，留在了武汉
留在了每一朵花上

共渡难关
张学仲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