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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人，越是危险地带，越是生
死关头，他们总是义无反顾，冲锋陷阵，不惧
生死。

有这样一群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
平时期，他们的心中总是装着国家、装着人
民。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保卫着国家的安全，
守护着人民的幸福。

有这样一群人，无论是洪水中暴雨里，还
是烈火中地震时，无论是矿难中冰雪里，还是
塌方中瘟疫肆虐时，随处可见他们年轻挺拔
的身影、坚毅果敢的面容和奋不顾身的英雄
壮举。

他们，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英勇无畏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就是与人民鱼水情深
的人民子弟兵！

我常常想，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类人？
钢筋铁骨支撑着他们的身躯，坚如磐石的意
志、矢志不渝的信念武装着他们的头脑。不
然，何以总是坚强不屈，无所畏惧？不然，何

以总是冲锋在前，默默奉献？
啊，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是国家

的福祉、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神！
都是热血儿郎，告别爹娘，穿上戎装，在

部队的大熔炉里，千锤百炼，锻造成钢。一声
号令，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祖国需要我，人
民需要我。无论冲到哪里，都会把眼泪、恐惧
和死神驱逐，把微笑和欢乐播洒，把安宁、希
望和祥和带到。

英勇的战士啊，你可曾想到自己的安危，
可曾想到自己爹娘也时时盼儿归，你可曾想
到水火无情，你也是血肉之躯？但是，危急关
头，你总是毫无保留地忘了自己，把自己的一
切弃之不顾。你说，你总是说，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的安全才是你亘古不变的责任和担当，
是你永恒的荣誉和梦想。

你用青春激扬的生命践行着责任和忠
诚，你用汗水和热血书写着铮铮誓言。

人民解放军，赤胆忠心，英勇无畏，为了

让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每一寸土
地，你们驻守在碧波荡漾的大海，驻扎在艰苦
的高原哨所和茫茫的大漠戈壁，你们留守在
实验室里，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实现科技强
军的梦想。忠诚的卫士啊，为了祖国的安宁，
你们付出了太多太多……

说不尽你们的英雄伟绩，难以形容你们
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我知道，再溢美的
文字用在你们身上都恰如其分，再夸张的诗
句用在你们身上都名副其实。你们配得上所
有的赞美，配得上所有的荣誉。

“八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这
是荣誉更是责任，你们将继续用热血激荡的
生命和璀璨的青春，为年轻的共和国保驾护
航，你们永远护佑着人民的安宁和幸福。

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用肝胆和铁肩担
负起祖国和人民的重托，你们用忠诚和正义
铸造军魂和战魂，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你们浓
墨重彩的一笔。

那年，
我还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姑娘，
稚嫩和纯情写满脸庞。
一个雪花飘飘的冬日，
一张红彤彤的入伍通知书到了我

的手上。
啊，
这惊喜，
这兴奋，
让那颗激动的心差点儿跳出胸膛。
当一名革命军人，
那可是我心存已久的梦想！

一个旭日东升的早晨，
我穿上渴望已久的军装。
整整漂亮的军帽，
扎紧翠绿的戎装，
刚迈出一步，
我就感到自己英姿飒爽。

走进了军营，
这边军旗飘扬，
那边军歌嘹亮。
我那颗怦怦跳动的心，
不知该往哪儿安放！
这可是一片绿色的世界啊，
像林涛呼啸，
像大海涌浪。
我融入其中，
就是海上的浪花一朵，
就是林涛里的白杨一棵。

我成了一名卫生兵，
像小鸟一样飞旋在战友们身旁。
戎装少女在白大褂的映衬下，
吸引来战士们热情的目光。
我的职责，
是呵护战士的健康；
我的任务，
是滋润军人的坚强。
我懂得，
只有战士们握紧钢枪，
我的祖国就会安宁无恙，
我的妈妈才能进入甜美的梦乡。

没多久，
我的胸前增添了一枚亮闪闪的军

功章。
再后来，
我当上了基层主官，
更体会到肩膀上的沉重份量。
这肩上挑的是祖国的重托，
这肩上担的是人民的希望。

这担子，
既沉重又无上荣光！
当我带领一队雄赳赳气昂昂的战士

前进，
我听到革命军人的步伐铿锵，
也听到自己的一腔热血在歌唱。

军营啊军营，
您让我的青春闪光，
您让我的人生辉煌。
您让一个懦弱的姑娘学会了坚强，
您让一个红颜女子懂得了担当。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我二十年的军旅浩歌也该落幕退场。
脱下军装的那一刻，
我禁不住热泪滚滚流淌。
亲亲庄严的帽徽，
吻吻鲜红的领章，
那一份难割难舍的离别之情啊，
让我真想大哭一场！

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
我已年岁渐高鬓染白霜。
可留在心中的那份军旅情怀，
还时常萦绕心头闯入梦乡。
每当旭日从东方升起，
我会朝着老营房的方向深情遥望；
每当晚霞染红了天边，
我就思念当年情同手足的战友，
和亲如父兄的老首长。

不知有过多少次遐想，
如果人生能轮回、青春能再现，
我还会是那军中的矫健儿郎。
为了祖国强盛，
为了人民安康，
我会把威武的军歌再次唱响。

天上的白云啊，
请您把一个老战士的心愿告诉

蓝天，
不朽的军魂永远在我心中激荡！
高飞的大雁啊，
请您把一位老军人的情怀告诉大地，
鲜红的军旗永远在我心中飘扬！

他健在，或早已作古，我并不知晓，时光
已流走了三十多个春秋，南北之遥，相隔百
里，我也无从打听。然而，那一片温暖的绿色
却常常飘进我的梦里。

1987年冬，我怀着对绿色军营的美好向
往，报名参军。新兵集训完我们开始分到各
个部队。黎明时分，车抵火车站。下了火车，
再乘汽车，三四个小时的颠簸后，车停下时，
一座大山呈现在眼前。吃过午饭，班长给我
们开班务会，我问班长，营房这么偏远，能收
到信件吗。班长说，只要写清楚地址和部队
代号，收信还是很及时的。正说着，就听外面
传来一阵清脆的车铃铛声，跟着是一个浑厚
的喊声：“来信喽。”

班长说声散会，老兵们边叫着“李伯”，边
抢看着报纸和信件。被老兵们称作“李伯”的
邮递员看上去五十多岁，穿着一身邮政制服，
头发已经花白。

几天后，我写出了几篇军旅题材的散文，
正想着该如何寄走，就听到那熟悉的车铃铛
声了。我赶紧迎出去，说：“李伯，这是给报社
投的稿子，我不知道该不该贴邮票。”

李伯仍是笑呵呵地说：“反正你是义务
兵，盖上部队的三角章就能发。”

一个月后，天气突变，几日阴雨连绵。好
不容易天放晴了，路上却泥泞湿滑。已经两
天没有听到那清脆的车铃铛声了，我正想着
路不好走李伯是不会上来的，就听一声喊：

“小魏，你的汇款单！”
我赶紧跑出门，看到李伯正背着邮包走

过来，鞋子和裤腿上满是泥巴和泥点子。我
和战友都问：“这么难走的路您还来？”

李伯高兴地说：“再难走我也得来，小魏
来稿费了，这可是喜事啊！”说着，递给我两张
汇款单。

几天后，我请假到镇上的邮局取稿费，顺
便寄走一篇稿子。当我取出稿费、将信封递
过去时，营业员说这不是信件，需要贴邮票。
我愕然：以前不都是这样寄走的吗？难道是
李伯……

当我再见到李伯问他帮我投稿是不是都
买了邮票。李伯笑笑说：“看着你这么出息，
我就高兴，不就是两毛钱吗，没啥！再说你又
不是天天都寄。”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年关。腊月
二十九这天，天空突然飘起了纷纷扬扬的
雪花。我想，这么大的雪李伯是不会来
了。中午时分，李伯浑厚的声音还是响起
来：“来信喽！”

外面，李伯披了一身雪花，好像摔了跤，
走路有点跛，但仍是笑呵呵地说：“过年了，家
书抵万金啊，不能让你们失望。”

送李伯下山时，望着他的身影像一朵绿
色云彩渐渐飘远，我们心里一热，大喊一声：

“李伯——”
以后的岁月里，“李伯”这个尊称便印入

我的脑海，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名
字，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那片温柔的绿色
若一抹淡淡的乡愁，让人怀想，使人眷念，给
人温馨！

火红八月，军旗猎猎，我心飞扬。
“八一”军旗，红色的力量，红色的信仰，

革命英烈的鲜血将你渲染，民族复兴的梦想
使你飘扬。虽然脱下军装三十年了，但对我
来说，人生就是一场军旅生涯，越是离开了部
队，那些军营的岁月便愈醇香、愈珍贵。每到

“八一”建军节，心潮起伏，那嘹亮的军歌，那
威武雄壮的步伐，那闪亮的铮铮钢枪，那坚如
磐石的军营，一切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都写着

“军人”两字，思绪里飘荡起激情的涟漪……
童年，爱看战争片，爱和小伙伴们玩“打

仗”的游戏，爱听父亲讲战斗故事。后来，母
亲告诉我，父亲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他自
己。我是军人的儿子，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坚
强与奉献，我骄傲！童年，我的心中有一面火
红的“八一”军旗，它高高飘扬，飘过大河飘越
高山，飘过白云飘向蓝天……

18岁那年的初冬，我胸前戴着一朵大红
花，怀揣青春的梦想，牢记父母的嘱托，告别

富饶的天府之国，走进了绿色军营。从南方
到北方当兵，首先要过气候这道坎，北方的冬
天冰冷刺骨，这样的天气对一年里小雪都难
得见几回的四川兵来说，简直就是“极端气
候”。新兵连的训练，艰苦而且强度大。每天
起床号一响，便开始跑圈，一天下来400米一
圈的操场要跑二十几圈。齐步、正步、站姿、
匍匐、手榴弹投掷，一练就是几小时，常常是
手脚失去知觉，吃饭时手拿筷子都夹不住
菜。三个月的新兵生活，不管你是“小白脸”
还是健康的黄色肌肤统统变成了黝黑，这也
是从普通百姓到合格军人的转变。从此，我
将用汗水、泪水乃至热血去维护军旗的荣誉，
为伟大祖国站岗。

养军千日，用军一时。当兵为什么？当
兵为打仗，坚决打胜仗。仗要打得赢，需首先
战胜自己，才能战胜敌人，锤炼“虎狼之气”。
记得在一次实弹射击考核时，我十发子弹只
打出七个十环，看着连长复杂的眼神，当时羞

愧难当。连长突然眼放“凶光”，向我咆哮：
“你和我，都当不了将军！但是要记住，一个
优秀的士兵完全可以弥补将军的错误。不苦
练，自己的命都不保，何以保家卫国！”从此，
磨砺过硬的军事本领，我无言、无怨、无悔，因
为军人，就应该永不退缩！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回首军营的历
练，让我更加注重生命的活力，拥有更加坚
韧的内心。褪色的军装、泛白的肩章、磨旧
的领徽，翻看着珍藏的一件件军旅旧物，就
是重现一段段灿烂鲜活的人生。当兵，为了
和平，这是对军人的最高褒奖；退伍，为了生
活，再苦再难，也会不屈不挠，就是跌倒在
地，身躯也要永远保持向前的姿势，因为我
是穿过军装的男人，或许这就是军旗下铸就
的男儿本色。

一段军旅，永恒人生，就让灵魂附着在飞
扬的“八一”军旗上，永远的军旗，永远的军
魂，沿着中国梦强军梦的足迹，一路前行！

永远的军旗
张辉祥

那一声枪响
穿透黑暗，地惊天破
革命的火种 便开始
蔓延神州大地
一支人民的军队
从巍峨的井冈
走向黎明的曙光
唤醒沉睡的神州大地
从此，“八一”的图腾
鲜红的军旗
写意一部壮美的史诗
那坚韧不屈的草鞋
踩踏出二万五千里奇迹
野菜、树皮、草根
一路生长红色基因
杨靖宇的肠胃
黄继光的胸膛
董存瑞高举的手臂

邱少云燃烧的生命

方志敏的信仰……

书写一页页红色的章节

小米加步枪

也能让飞机大炮胆颤

宝塔山

刺破乌云

土窑洞

让世界震撼

人民的军队

是祖国的钢铁长城

能抵挡住狂澜洪流

能踩平最后的余震和

抢险的恐慌

能让伟大的祖国

屹立于

世界的东方

““八一八一””抒怀抒怀
张勇张勇

情怀
——献给女复转军人们

高治雄

““八一八一””礼赞礼赞
张燕峰张燕峰

军营，那抹绿色的乡愁
魏益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