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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回归沉寂
山 还原为山
林木葱茏 野兽出没
草叶覆盖了小径上
已经久远的人迹
偶尔的一声鸟鸣
回响绵延的山嵴

铜草花 依然
像儿时攥在手中一般鲜艳
当我再一次挥舞花束
向井架上欢快飞旋的天轮
向采矿场蜿蜒奔驰的矿车
向轰隆隆的响彻大山的炮声
向大山深处晶亮的矿灯的星河
向满身疲惫而笑意盈盈的
朝我张开怀抱一把扛上肩头的父亲
……

哦 哦 共和国的一代英雄
已经落幕
山风 掀起阵阵声涛
像一部雄浑的交响曲

呵 大山
仰望你 就像仰望父亲
仰望父亲们
粗犷的号子
混浊的汗滴
与矿灯照耀下
艰难而光辉的岁月中
神情的坚毅

您满怀期冀的眼睛
点亮了这座城市最初的灯火
您豪迈爽朗的笑声
形成了这座城市动人的风情
您硬骨头的性格
成为这座城市成长的骨胳
您和您的兄弟们
用自己不竭的血汗
哺育了这座新生的城市
一座亘古未名的大山
从此 以一个城市的名义
四海传递

父亲呵 您早已回归
您儿时生长的地方
当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父亲 您是否还魂归
这座被你们开掘过的大山
去召唤您的兄弟？

山 还原为山
一切回归沉寂
但它曾经的精神高度
铸就一座城市发展的丰碑
并以不可思议的魅力
在新的世纪
谱写新的传奇

仰望大山
我 曾在大山下玩耍的它的儿子
怀抱铜草花
匍匐于地……

———写在铜官山下
□吕达余

仰望一座大山

那年，秋老虎的余热还在延续，而
刚跨入高一的我们开始为期十天的学
前军训。

当绿色的植物被热浪熏得无精打
采，头顶上的五星红旗耷拉着脑袋时，
我们头戴五星帽，身着军人装，人人眼
视前方，口号嘹亮，面容肃穆，整齐划
一地行进在操场上，成为一道流动的
绿色风景线。

那些高温不下场的炎热，仿佛愈
发淫威。它们将每个人的身上浸湿如
河，豆大的汗粒，从发间淌出，流汇到
脸上颈间，一直滚落而下，连鞋里也是
滑不唧唧的，一身鲜亮的绿军装，整个
被“染”成一片墨绿色。而那场坚毅的
军训衍生出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更
令许多人一生不忘却。

记得中场休憩间，大家都累得坐在
地上不愿动，手拿军帽扇风，口吐舌头散
热。这时吴蕾同学领着一群女生，围到男
生群中搭讪。她说：“你们看这热浪滚滚
的操场上无一阴凉处，教官又不允大家
‘下火线’，我们这群热得发慌的‘小女
子’可如何是好？”说着，她要求男生献
出一片“荫”。众男生不解。她接着说：
“为避免我们‘弱人’晕倒在训练场上，
不如你们‘大丈夫’牺牲一下休息，站成

一字‘墙’，让我等坐在贵位遮住的影子
下，躲一把烈日休息一会吧！”

她话音一落，男生中一片捧腹大
笑。只听班长王磊大喊一声“起立”，
大家在口令中，一字排开，很快站成一
堵密密的“墙”，然后男生齐喊“欢迎
入‘荫’”的口号。

本来只是一场玩笑，众女生一点
没料到，男生们会如此高风亮节，吴蕾
便只有带领女生依次坐到男生遮住的
影子下，一场活跃的气氛，突然因为这
感人的一幕———一队肃立的“军人”，
护着一群女生，全场一下子分外安静。

其他班级的同学一起跑来围观，
结果那条一字“墙”排得越来越长，而
坐在荫下的女生也越来越多，这场
“保卫战” 持续了半小时之久……男
生站在烈日下继续炙烤，女生则安静
地坐在荫下，最后许多女生感动得泣
声一片……

很多年已去，这场青春里的“军
训事”，它们像一把火焰，把我们的记
忆燃烧成极为珍贵的一块琥珀，如一
段温柔的情事，如一朵奇特鲜亮的小
花，一直萦绕在我们温暖而柔软的心
头……也因了这段催泪事，后来还真
成就了几个幸福的家庭。

犹记当年军训事
□章 杰

看到一幅漫画：一对老夫妻背对
背，各自坐在长椅的一头，显然是刚刚
吵过架，在怄气。下雨了，老头背对着老
太太，却伸长胳膊，把手中的伞递到老
太太头上，任凭自己被淋湿。

画面下面是一行文字：不老的爱情
就是，吵一辈子的架，生一辈子的气，依
然为你遮挡一辈的风雨。

我心中不由暖暖的，想起了老爸和
老妈的婚姻。老爸和老妈的婚姻是媒妁
之言，谈不上什么感情基础。我小时候，
他们几乎天天在吵架，每次都吵得天翻
地覆。好几次，我看到他们吵得实在厉
害，以为他们第二天就会离婚。那个年
代，离婚可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晚上，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想着我会不会成了
没人要的孩子，忍不住眼泪流湿了枕
头。第二天早上，我正在盘算，如果两人
离婚了，我咋办。谁知，老妈早早做好了
饭，招呼老爸说：“吃饭了，今天做了你
爱吃的红薯粥。”老妈的样子，与吵架
时判若两人。老爸也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一样，说句：“再切上点咸菜吃！”

这样的情景见多了，我也习以为常
了，有时任凭他们吵起来，我甚至能够
做到冷眼旁观，坐山观虎斗。

只有一次，忘了为什么，他们吵得
太凶了。老爸把桌子掀翻，老妈把碗摔
在地上。那时我刚上初中，正在叛逆期，
经常与父母对抗。我大声哭喊着：“吵
吧，吵吧！这个家我没法呆了！”我想用
离家出走吓唬吓唬他们。当然，我不敢
走太远，只在离家三里的小村里溜了一

圈。老妈找到我时，我正在田埂上揪喇
叭花。我对她说：“妈，你和我爸总吵
架，要不然你们离婚吧！”老妈脸上露
出无比惊异的表情：“离婚？你这孩子，
瞎说啥呢！”本以为这次以后，他们会
收敛一些，哪怕少吵一架呢。可是，没
有。我再长大些，渐渐明白了，吵架也是
他们交流的一种方式，他们从来没想过
因为吵架离婚。

直到那年，老爸被查出患上了冠心
病，老妈一下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不
整天气鼓鼓的，“满怀斗志” 地去和他
吵了。即使老爸急了，数落她：“我说你
呀，一辈子做事不过脑子，整天糊里糊
涂的。”老妈也乖乖地听着，还会细声
细气地说：“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认错
还不行吗？”从此，老爸一个人的战争，
没有了硝烟。两个人之间，真的有了一
种相濡以沫的味道。

老妈胃不好，老爸总是买上好的小
米，帮她熬粥。听说山里的小米好吃，老
爸还悄悄骑上自行车，走了四十多里
路，去山里买小米。老妈知道后，骂他：
“你这老东西，不要命了，你不知道自
己是个病人？”老爸嘿嘿一笑说：“人家
医生都说了，我这病是最轻的，一点不
碍事，还让我多锻炼呢。”

我终于明白，老爸老妈之间是有爱
情的。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可人老了，
不仅仅是个伴，还依然有最美的爱情。
人会老，爱情不会老。老年后，爱情会更
加深厚浓情，像海一样，一辈子的深情
厚谊都在里面。

不老的爱情
□马亚伟

知道华山还是在童年时代。那时，学
校组织观看电影《智取华山》。随着电影
推进，我们的心也被紧紧地抓住，时而静
默不语，时而欢呼雀跃。解放军的智慧和
勇敢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立志长大去当解
放军勇攀登华山。50多年过去了，解放军
没有当上，却一睹了华山的真容。

今年暮春之际，我有幸参加了市老
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的华山行。据导游
介绍，华山称之为西岳，位于陕西省华阴
市境内，主峰南峰海拔 2155 米，北临坦
荡的渭河平原和咆哮的黄河，南依逶迤
千里的秦岭。整个山体线条简洁，形如刀
削斧劈，奇峰突兀，是扼守着大西北进出
中原的门户。亿万年来大自然风云变换
的装扮，造就了华山巍峨壮丽的自然景
观。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咏颂，使华山积
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说，华山集
“奇、险、雄、秀”于一身的一座美丽的大
山，被誉为“天下奇险第一山”。

华山共有东、西、南、北、中五座山峰。
其中北峰高度最低约1550米，却地势险
要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突破北峰整个华
山尽在掌控之中，自古华山一条路也就是
指的北峰。1949年 6月，解放军从这里突
破天险，智取华山守敌的。华山的东、西、
南三峰均在 2千米以上，形成了鼎足之
势。真是“华岳三峰凭槛立，黄河九曲抱
关来”，有“天外三峰”之称。上山有三条
道可选，由于我们团队成员年龄都偏大，
导游只是让我们从西峰上下。

华山除了 5 座大的山峰之外还有

36 小峰，各有千秋，各具特色。而山上
多变的气候，常常会形成 “云华山”、
“雨华山”、“雾华山”、“雪华山” 等，
给人以仙境美感。

上午 9 点多钟，我们乘上有着国内
第一之称的西峰大索道。这条索道全长
4200 多米，相对高度差为 894 米，设有
中间站，单向约 20分钟。因有恐高症，
当我刚踏进缆车时开始有点心慌。随着
缆车缓缓的上升，华山那峻峭的叠嶂山
峦，旖旎的自然风光让我忽略了恐慌。
被大自然雕刻出的一道道山的脊梁，一
条条山的沟壑，在缆车两旁一划而过，
我感到激动，感到兴奋。据地质资料介
绍，华山是一块巨大而又完整的花岗岩
构成。纵观全山，光滑而又陡峭的山体
连绵起伏，没有一处断裂，没有一处分
开，果然浑然一石。

经过近20分钟的行程，我们来到上
索道站。这个索道站，是通过人工在崖壁
上开凿硐室而建的。后人为索道站题写
对联一副，“俯瞰绝壑无余地，横凿峰腰
有洞天”，道出了索道站的奇险和独特。

索道站离西峰顶还有近四百米。出
了索道站，我们沿着两边都是悬崖叫着
“青龙脊”的山梁缓缓而行。团里的十
几位老同志也是走一段歇一会，看着、
说着、指点着。

快到峰顶迎面见一寺观，上书“三
圣母寺”，原来这里就是传说中的“沉
香劈山救母”之处。相传沉香的母亲三
圣母是王母娘娘的小女儿，因她与凡人

刘彦昌一见钟情，私结姻缘，被哥哥二
朗神知道后，为维护天规，施法力把她
压在大石头下。三圣母在石下生下儿
子，取名沉香。在仙女灵帮助下，沉香回
到父亲身边。他长大后受霹雳大仙指
点，扛一把大斧来到这里救出母亲。在
“三圣母寺”旁有一块巨石，拦腰断成
两截，传说这就是沉香用巨斧劈开的。
当年解放军智取华山的指挥部就设在
这里。

“三圣母寺” 后面约 20 米处就是
西峰峰顶。上峰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
平缓的盘山道，到峰顶约 100 多米；还
有一条是在坡度几乎是垂直且光滑的
山体上开凿出来的小道，道宽约 50 公
分，高度约在 7 米左右。这条危险小道
吸引着许多青年男女一试身手。

西峰是最秀气的峰，也是整个华山
的精粹所在，因有似莲花状岩石覆盖在
峰顶，得名莲花峰，海拔 2082 米。四周
的绝壁似刀削斧截，山峰奇拔俊俏，使
西峰有了阳刚之气。山上的天气忽阴忽
晴，使得群峰忽隐忽现，一会儿似丹青
泼墨，一会儿似多彩水粉，甚是美丽至
极。团里几位女同志和 70 以上的老同
志，被这美丽的景色所吸引也登上了西
峰。他们纷纷拿起相机和手机，将这难
忘的一刻记录下来。

在领略了西峰的秀美之后，剩下的
南峰就近在咫尺。俗话说“无限风光在
险峰”！只有站在高高的山顶之上，才有
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从西峰下来，我随

着登山的人们向华山最高峰———南峰
挺进。

南峰是华山之巔，以巍峨之势笑傲
群峰。登南峰的道路即陡峭又崎岖，考
验着每一位登山者的意志。虽已步入耳
顺之年的我，为了能够看到绝美佳境，
仍然一步一步的向上。快到顶峰时见一
个约 20平方米的平台，三边是万丈深
渊，中间竖一块巨大石碑，上书“华山论
剑”，为金庸先生所题。相传，当年各武
林门派在这里一争高低。站在南峰上回
望西峰“青龙脊”上的游人，宛如一条
巨龙慢慢的在蠕动。

拾阶而上就是南峰峰顶太华极顶，
这里是华山最高处，它的四周还有松桧
峰、落雁峰、三公峰、三凤峰、孝子峰等，
真是峰峰相连，壁立千仞，处处惊奇。南
天门矗立这里，站在此处蓝天仿佛在亲
吻着自己。出了南天门便是被誉为“华
山第一天险”的长空栈道。它长 110米，
宽 30公分，是在几乎垂直的崖壁上凿
洞、插楔、铺板搭制而成，上下皆是绝壁，
而且是独头路，游人至此，需面壁贴腹，
屏气挪步，没有一定的勇气是不敢走的。

南峰上，让我感悟最深的是那古松
树。它们的生命力是那么的顽强，或生
长于石缝里，或生长于崖壁上，根茎下
看不到一丝的土壤，却依然茁壮成长、
枝叶茂盛。它们相互衬映，蔚然独秀，别
具一格。它们顶风傲雪，风雨不折的錚
錚铁骨无不叫人赞叹。

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匆匆一瞥。
来到山下回望那奇秀壮丽的华山，感受
到了大自然的博大和人类的睿智。看着
那些从顶峰下来的老同志，我笑了：只
要心有坚定信念，再高的山峰都能被攀
越。

华山论见
□陆光华

今年“八一”，恰逢人民解放军建
军 90 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内蒙古朱日
和训练基地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沙
场阅兵”，尤其是看到受阅官兵士气高
昂、意气风发，铁甲战车整齐列阵、威风
凛凛的壮观画面。我突然追忆起自己的
新兵连生活。

文化冲突
1985 年 11 月 1 日一早，我们枞阳

籍 30名稚气未脱的新兵，身穿海军蓝，
脚蹬解放鞋，肩挎黄挎包，腰扎武装带，
背扛蓝军被，在枞阳县横埠镇集结，由
一辆大客车载着先到枞阳县城，经过简
单训话，再到安庆市轮船码头，乘坐江
轮一路颠簸驶入上海市十六铺码头，再
由上海乘海轮到宁波，转至舟山群岛的
第二大岛———岱山岛，辗转四天三夜。
我们始知自己被分配到海军航空兵某
部新兵连接受军训。

与我们枞阳籍新兵同时入住营房的
还有河南省新乡市的一群城市兵，以及湖
北荆州市江陵县的一群农村兵，我们分别
来自3个地方，人数相当。那个年代，城市
兵退伍后可以安排工作，天生的“铁饭
碗”，优势明显，老实说，那群城市兵多少
有点瞧不起我们这些农村兵；而来自江陵

县的那些个农村兵。
一开始，三个不同区域的新兵怎么

也拧不到一起。部队有句行话叫“老乡
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表现在日常生活
中，就是有事找老乡商量，有话找老乡
倾诉，老乡之间“报团取暖”。更有甚
者，不同区域的新兵之间，有次话不投
机，为了一点小事打起了群架，惊动了
上级领导与机关。等到新兵连结束时，
大家又有点难舍难分了。

AA 制
老实说，我们在新兵连的伙食有点

糟糕，因为天天训练，体能消耗过大，所以
一日三餐都是干饭，我们的早饭拌以咸
菜，中晚餐佐以大包菜，吃肉几乎是奢望。

为了给自己增加营养，在几位湖北
新兵的倡议下，训练之余，我们二班全
体战友采取“凑份子”的办法，差不多
每周每人一次拿出 1 元或 2 元钱，委托
两名战友到营房附近的商店采购牛肉
罐头、午餐肉等营养品，大家聚在一起
“搓一顿”。这种私底下采取 AA 制
“自我拯救”的办法，一直坚持到春节
前后，随着一声令下，我们新兵连全体
战友开赴部队农场挖虾池才告结束。

由民到兵
可以说，没当兵前，大家自由自在，

悠哉乐哉，突然间走进军营，看到陌生
的环境，接受全新的训练，多少都有点
措手不及。

但变化在悄悄中。走进军营正是深
秋季节，我们的营房在飞机场旁边，训
练场地在军有机场的跑道上，经过一段
时间海风的吹拂，我们的脸晒黑了，身
体强壮了，饭量增加了，走路知道摆手
了，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日常生活中，被
子、毛巾渐渐叠得像个豆腐块，腰带、鞋
子、衣服摆在固定的位置上，外出走路
知道两人成列、三人成行，出门知道请
假销假，进屋知道敲门喊报告，每天晚
睡前知道刷牙、每周坚持洗澡一次；更
可喜的是，在班务会上，由以前的扭扭
捏捏、羞于开口，渐而侃侃而谈，既讲成
绩、又讲缺点，既讲前因，又讲后果。

在新兵连，我们学政治、学军事、学
文化、学做人、学规矩，按时起床、按时洗
刷、按时跑步、按时吃饭、按时训练、按时
熄灯，时间紧凑，点滴做起，可谓“团结
紧张严肃活泼”。训练之余，团司令部、
政治处不断派人为我们上政治课，讲解
军队内务、队列、纪律等三大条令，三大
条令的内容因为体现在日常生活工作与
训练当中，易学好懂、学训结合，故记忆
深刻；政治课主要讲政治形势、群众纪

律、法律法规等，因为形式老套，手法单
一，上讲下听，往往记不牢，只有一个姓
丁的政治教员讲得好，生动活泼。

文艺晚会
记得元旦前，新兵连又组织我们这

些新兵以班为单位天天练习唱歌，说是
要参加元旦连队文艺竞演。那时尚处于
改革开放初期，部队似乎没有推出多少
新歌，我们的班长姓方，城市兵，此人有
一点“文艺细胞”，且会吹笛子，在他的
推动下，我们一有空就练习《战友战友
亲如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
靶归来》《我是一个兵》《大刀向鬼子
的头上砍去》《学习雷锋好榜样》《人
民海军向前进》《战士的第二故乡》等
经典老歌。

总算等到了元旦，我们又突然接到
通知，取消原定的以班为单位文艺竞
演，改为新兵连与警卫连等联合文艺汇
演，忙乎了好一阵，空准备一场，我们每
个人都有点失落感。

虽然不给上台表演，但观看的资格
还是有的。不过这场文艺汇演也确实让
我们这些新兵开了眼界。歌曲、舞蹈、相
声、小品等应有尽有，笛子、二胡、吉他、
手风琴等先后亮相。尤其是那些个河南
新乡市的新兵们，似乎是有备而来，他们
一会儿小品，一会儿相声，一会儿歌舞，
出尽了“风头”，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
明，这批城市兵的综合素质确实不低。

如烟往事俱忘却，最难忘怀新兵
连。新兵连，我心中永远的精神家园！

难忘新兵连
□王征社

文 学 副 刊

我喜欢海上朝阳跃起时磅礴的气
势，我迷恋于夕阳西沉时的七彩霞光。
那是瑰丽的瞬间,那是难忘的场景。

乘坐美丽高铁的厦门之行。幸运
得很,也欣喜得不得了，因为这一次而
且是同一天,海上日出与日落,我都真
真切切地看到了！此情此景，令我痴
迷，令我狂欢，令我陶醉，令我举起相
机不停地按动快门。

那天，天刚放亮，老伴从朦胧中推
醒我快去海边看日出。等我们匆忙赶
到海滩，那海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
道红霞，淡淡的红晕在天际和海水边
慢慢地扩展，接着太阳露出了小半个
脸，不一会儿，多半个红球神奇地升出
海面，那颜色红得非常可爱.转眼间,这
个深红色的太阳圆圆地跳了出来，突
然发出了灿烂耀眼的光芒，将天空.云
彩。岛屿及观日出的游客都染成金黄
色, 霞光的倒影也在海水粼粼的波纹
中闪闪发光，这不是伟大的奇观吗？！

海上日出的神韵，勾引我许久的
联想，我仿佛触摸到浩翰大海吞吐日
月的博大胸怀，感受到朝阳喷薄欲出
的磅礴力量。

海上日出让人赞叹不已，海上日
落也令人陶醉。

傍晚，我守候在环岛路海滩的礁
石上，崖上、崖下、沙滩上也都挤满了
观光的游客。只见西边的天幕流云异
彩 岀，那落日潇洒地放 万道金光,他像
慈善的老者，将一天爱的余辉洒尽，无
私地洒向了天空，洒向了海面，洒向了
千姿百态的奇礁异石，苍穹万物随之
披上了金黄色的衣衫。不经意间,落日
从容地一点点西沉，只剩下一抹红霞。

晚霞随之也从绚丽化为淡然，由七彩
归于苍茫。远处的山体，近处的渔船影
影绰绰地融入了海天的夜色，仿佛是
一幅精美的水墨丹青画卷悬挂在夜幕
中。这如诗如画的意境，我如痴如醉，
久久不愿离开，忘却了饭店里己订好
的一桌饭菜。

海上日落的精彩，激发我无限的
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
觉得只有黄昏的夕阳才是最伟大的
美，才是最无私的爱。

我们追逐日出的希望，我们享受
落日的辉煌。

喜看海上日出与日落
□毛晓挺

夕照海滩

海上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