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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官山铜官山

对我来说，人生难忘是军旅。军营
是我走向社会的起点，更是我洗褪稚嫩
青春、闪耀绚丽年华成长的地方。

1969年 12 月 28 日，我在某部队
二连五班当班长，也是刚入党才2个
多月的新党员，部队党委决定调我到
条件艰苦的贵州省遵义绥阳部队农场
训练新兵。这天下午，我和全班战友
留守营区。我向班副交待完班上工作
之后，拿着换洗衣服到营区门口水池
边正准备洗。突然，我听到远处山岗
上传来一阵阵“救火”的呼喊声。火
情就是命令！我急忙丢下手中的衣
服，拿起一只铁桶，朝班上战友们大
声喊道：“全班集合，快跟我救火去！”
战友周德荣、汪胜如等8人，有的拎着
桶，有的拿着脸盆，我们跑步迅速赶
到救火现场……

无情的火势，已冲上民房的屋顶。
我环视了一下风向，果断地命令：“赶快
用水灭火，切断火路，保护那几栋民
房。”可是，水，哪里有水？战士们叫
着。原来，这里的老百姓大多数住在半
山腰，没有水塘，平时饮用水全靠竹筒
引来山上高处渗出的山水，水还在300

多米远的山脚下三岔河水沟里，真是远
水救不了近火。怎么办？这时，我听到
一位老农说有一大窖粪水。对，就用粪
水灭火，我决定了。我毫不犹豫地先用
铁桶装了满满一桶粪水，向最猛的火头
浇去。接着，其他战友也不管粪水的恶
臭，争先恐后地端着一盆盆、拎着一桶
桶粪水向火头泼去。10来分钟后，我们
终于扑灭了大火。

农户的房屋保住了，我和战友们的
全身都被粪水浸透了，我的脸部也被大
火烧伤。当晚，部队首长得知后，连夜
派政治部干事赶到连队慰问我们，并叮
嘱我安心养伤，等伤好后再去绥阳农场
接受训练新兵任务。但是，第二天一
早，我就打好背包，带着伤，武装整齐地
在连部等候了。7点整，去遵义绥阳农
场的军车准时来到连部，前来送行的基
地兵站刘振声参谋长一再要我留下来
养伤。在我再三请求下，师首长终于同
意我随军车出发。军车在当年红军长
征走过的山道上奔驰，娄山关、赤水河、
遵义城，一路上，我心中久久充溢着一
种自豪感：万里征途中，我也经受住了
第一次火的考验，迈出了我成长的第一

步。
在部队，还有一件为普通战士请功

的往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记得那是
1979年12月24日，我在部队政治处任
宣传干事，兼职通讯报道工作。当天下
午，所在部队的二连战士胡贵东因事外
出时，听说前面公路上发生了拖拉机翻
车事故，就跑到事故现场去看，只见一
台手扶拖拉机翻倒在一个约15米高的
石坎下面，拖拉机上九名农民群众全部
受伤躺在地上，鲜血直流。当时围观群
众很多，竟没有一人前往抢救。见此情
景，战士胡贵东二话没说，立即拨开人
群，跳下石坎把九名受伤人员一个一个
背到公路旁边，他拦住一辆汽车，把伤
员及时送到离事故现场2公里远的松
藻矿工医院，由于矿工医院在半山腰，
战士胡贵东只好一个又一个背着受伤
群众上医院，汗水和血水染透了他的上
衣。胡贵东战士见义勇为的行为深深
打动着矿山群众的心，在当地群众的合
力帮助下，9名受伤的农民群众很快被
抬到医院。接着，胡贵东又为受伤群众
办理了入院手续，直到晚上九点多钟，
连队晚点名已经过了，他才拖着疲倦的

身子步行5公里赶回到连队。
战士胡贵东独自抢救遇险群众的

先进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于是，
我赶到二连，找到战士胡贵东了解救人
的情况，并连夜赶写一篇小通讯。这是
我从事新闻工作第一次采访，第一次
写稿，这篇千字小通讯我写了5个小
时，修改了三次。第二天，我把战士
胡贵东抢救遇险群众的事迹向重庆
37分部政治部首长作了详细汇报，并
建议给该战士记功一次。部队党委根
据胡贵东的先进事迹和人民群众的要
求，决定给战士胡贵东记三等功一
次。而我采写的这篇小通讯被《解放
军报》编辑改成一篇300字的消息，题
为《战士胡贵东奋力抢救遇险群众》，
刊登在1980年 2月 16日《解放军报》
一版中部位置上。

转眼间，40年过去了，虽说《解放
军报》仅刊登了我的一篇稿件，也是我
初学新闻的第一篇，但对我从事业余写
作影响颇深，也正是这一篇，使我终生
爱上了“爬格子”。时至今日，我已届古
稀之年，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心中还
是涌出丝丝的甜意来。

□ 詹敬鹏

人 生 难 忘 是 军 旅

进入5月以来，淫雨霏霏，尤其是
入梅以后，长江流域连降暴雨，水情
汛情灾情令人揪心，夜深难寐，故翻
阅铜陵地方志书，思绪万千。据明清
5 部旧《铜陵县志》和新修《铜陵市
志》、《铜陵县志》等史志资料不完全
统计，从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5月
到2010年7月的818年间，铜陵地区
共发生洪涝灾害108（年）次，其中重
灾42（年）次。

南宋（1133-1279 年）记载的不
全，从1192年到 1279年的 87年间，
铜陵地区共发生洪涝灾害2次，平均
43年半1次；其中重灾1次：“绍熙三
年（1192年）五月，大雨，至六月不止，
水漂田庐，溺死者无算。”这是旧县志
第一次记载的严重受灾情况。

元代（1279-1368年）89年间，铜
陵地区共发生洪涝灾害3次，平均30
年1次；其中重灾1次，没有实际遭灾
情况的记载。

明代（1368-1644年）276年间，
铜陵地区共发生洪涝灾害28次，平均
近10年1次；其中重灾14次，平均近
19年1次，记载较多较详。例：“万历
三十六年（1608年）春，日光摩荡；夏，
涨水浮溢，市可行舟，二旬水始退。”

“崇祯十五年（1642年）夏，大水；秋，
旱、蝗，饥殍遍野，有刳肉以食者。”

清代（1644-1911年）267年间，
铜陵地区共发生洪涝灾害36次，平均
近8年1次；其中重灾14次，平均19
年1次，记载较详。例：“光绪二十七
年（1901年）五月，大雨浃旬，上游蛟
水下注，江水骤涨数丈，六月中旬复
暴涨，狂风拔木，江涨溢增，大小各圩
淹没殆尽。”

民国年间（1911-1948 年）38年
间，铜陵地区共发生洪涝灾害8次，平
均近5年1次；其中重灾2次，平均19
年1次。例：“民国37年（1948年），水
灾，全县遭灾14个乡镇、99保（按：当
年全县计17个乡镇、135个保），死亡
2人，倒塌房屋5506间。”

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5 月至
2010年7月的61年间，铜陵地区共发
生洪涝灾害31次，平均2年1次；其中
重灾10次，平均6年1次，记载详尽。
仅举1例：《安平圩溃破、安置、堵口记
实》摘要：1995年7月4日上午8时，
圩内洪水量达1.5亿立方米之巨，相
当于一个大型水库储水量。安平圩
溃破告急，铜陵地区市、县党政主要
领导立即奔赴现场指挥抢险营救，紧
急调遣公安干警、军校预备生700余
名，基干民兵 500余名、汽车 400余
量、船舶1万吨位，迅即赶赴现场抗洪
抢险、救助灾民。同时，电请南京舟
桥部队火速支援。7月4日上午，舟
桥部队即赶到并展开快速营救工
作。至翌日中午，军民通力合作，即
救出、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6000余
人，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宿食医疗无
虑。

而今年洪灾更是猛于往年。据铜
陵市防指通报，截至2020年 7月 11
日8时，长江铜陵段水位超2016年历
史最高水位，长江横港站水位15.30
米，超警戒水位1.30米；桂家坝水位
16.15米，超警戒水位1.45米；坝埂头
水位14.45米，超警戒水位1.45米。铜
陵市主要内湖水位也保持高位，如枫
沙湖13.33米，超警戒水位0.83米；菜
籽湖16.50米，超2.00米。因此，铜陵

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市县区乡镇主要
领导深入防汛抢险第一线，众志成城
抗洪抢险，积极妥善转移安置群众，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把灾
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纵观铜陵地区八百多年来的洪涝
灾害，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两点重要启
示：

一是新旧中国两重天，中间有一
条清晰的历史分界线。在旧中国，面
对严重的洪涝灾害，水毁田庐，饿殍
遍野，甚至出现人食人的惨状，封建
官吏熟视无睹，毫无作为，依旧过着

“朱门酒肉臭”的奢靡生活。个别官
员动了恻隐之心，赈济灾民，不过是
装点门面，倒落了个青史留名。新中
国换了人间，人民政府党政领导亲临
抗洪救灾第一线，本着“以人为本，生
命至上”的原则，洪灾无情人有情，全
力开展救灾、减灾。人民解放军一声
令下，冲向抗洪抢险第一线，哪里最
危险，人民子弟兵便奔向哪里筑起钢
铁长城，化险为夷，有的抗洪抢险英
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应
该知恩图报，终生铭记。

二是身体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
我们刻不容缓的神圣天职。纵观铜
陵地区历史上的洪涝灾害，尤其是近
10年来的多次严重灾情，不难看出，
水灾越来越频繁发生，灾情也越来越
严重，抗洪救灾只能治标，搞好生态
文明建设才是治本。新世纪以来，我
们生态山水铜都紧跟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遵循大自然的客观规律，退山
还林，退田还湖，朝着山清水秀，保护
好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保护好我
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不懈奋斗！

□ 周大钧

铜陵记忆——铜陵水灾备忘录

从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
到秋收起义时的一把镰刀
再到大渡河里的波涛汹涌
你们高举井冈山上不灭的灯火
像高山一样伟岸
像太阳一样耀眼
也像钢铁一样坚硬

你们不惧怕烈火纷飞的炙热
也不惧怕雪山草地的残酷
更不惧怕
每一次灾害来袭时的风云突变
你们一如那鲜红的旗帜
高高飘扬在每一处“阵地”

从十四年抗战的艰苦卓绝
到解放战争的残酷冷峻
再到和平岁月里的盛世丰年
你们是翱翔天际的雄鹰
是展翅高飞的鲲鹏
用青春热血
浇灌出祖国的花红柳绿

你们是地动山摇时挺直的脊背
你们是洪水泛滥时撑起的小舟
你们是一树树的橄榄绿
是烈火淬炼的青春
是血肉之躯铸就的巍巍长城
也是华夏民族铁骨铮铮的卫士

□ 杨丽丽

军人颂歌

1985年初秋，命运之神突然眷顾
我。在人生最灿烂的青春岁月，带着一
腔热血和少年梦想，我有幸走进舟山群
岛海军某部队，在军营中成长，在军营里
逐梦。

也许是在农村生活了近20年，故土
难离，离家愈远，故乡情结愈浓。在新兵
连，我们这些来自枞阳县横埠区（现已撤
区并乡）五六个乡的30名战友特别团
结。训练之余，我们在一起畅谈故园风
土人情，倾诉个人的过往经历，有女朋友
照片的，还时不时拿出来“炫耀”一番。

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消解战友们对
故乡的魂牵梦绕，大家共同想到了一个
好办法，就是不断给家乡写信，通过书
信了解家乡的点滴变化。好在我们当
兵时，《兵役法》已经修改，没有初中以
上的文化不给当兵，义务兵可以免费邮
寄信件。写信不求人，还能免费邮寄，
于是，悠长而又迷人的军旅书信岁月由
此开启。

我从新兵连开始，就很羡慕那些一
天能收到五六封信的战友，再不济的，一
天也能接到一二封家乡来信。我很失
落，很少有来信，原因有二：一是我父亲
去世过早，母亲不识字，写信得求人，几
个兄弟多是文盲或半文盲，不擅长书信
之道。二是我家亲戚朋友少，无信可
寄。我父亲有个五弟，是位新四军老战
士，刚离休，五叔念过十年私塾，好读书、
懂乐器、擅小楷，也许是看不上我写的
字，不管我怎么去信，五叔从不回信。

可能是心有灵犀，我在舟山群岛服
役6年，给我写信最多的是堂哥。堂哥
是个老兵，上世纪六十年代汤沟中学毕
业后，应征到铁道兵某部服役，退伍后
招工到铜陵市812地质队，是所在单位
有名的“笔杆子”。后辗转到芜湖市某
水文地质队，再至马鞍山808地质队，
最后从华东地质勘查局党办主任的岗
位上退休，可谓功成名就。我入伍之
时，堂哥正在马鞍山808地质队就职。
他知道我参军入伍的消息后，非常高
兴，第一时间写信过来，告诉我：“人的
一生机遇极其重要”“要把握人生机遇，
心无旁骛，博览群书，德能兼修，努力成
为社会有用人才”。

我至今还保留着堂哥写给我的几
十封书信，时间前后跨越6年，堂哥的每
一封信差不多都是励志散文。展现其
丰富的人生阅历，独特的语言魅力，给
我醍醐灌顶，许多语言堪称经典。如我
刚入伍，堂哥告诉我：“要实现自己理想
中的一切，必须付出千百倍的努力”；

“表面工作谁都会做，但谁都不会长
久”。当我在部队服役一段时间，多少
有些厌倦的时候，堂哥来信告诫：“离火
热的斗争生活越远，越使人感到寂寞、
惆怅，自我的空虚感是一种腐蚀剂，年
轻人最怕的就是这种空虚感”“在部队
任何侥幸的念头都要打消，一定要一步
一个脚印，百折不挠”……一次，我写信
向堂哥透露工作中的诸多不顺，堂哥马
上回信：“不要忘记以往那些艰难岁月，
你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难道不应该奋
发图强吗？”

往事难忘，书信留香。堂哥的这些
励志警句，激励我在部队成长进步，成为
我至今“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不竭动力。

1991年夏，我从舟山群岛某部队
调入安徽肥东县某部队，堂哥一家此时
恰好也从马鞍山调到地处合肥市的华
东地质勘查局，因为经常见面，甚至可
以电话联系，我们的书信岁月遂告结
束。

□ 王征社

我的军旅书信岁月

路过南京，突然想起明天是周末，是
古玩市场集市的日子，想逛的心情痒
痒。于是决定在南京住一晚，上午逛朝
天宫古玩市场，下午回铜陵，反正高铁方
便。第二天清晨，我坐头一班公交车来
到朝天宫，不料宫墙里边的院子空空荡
荡，古玩市场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
了。转来转去，终于打听到在安品街，缩
在闹市区的背后。这地方逼仄，七拐八
弯，陋巷通幽。我赶到的时候，从街口到
里边已经摆开了近百家古玩地摊。

局外人一般认为古玩市场有“漏”可
捡，在今天，那是传奇故事。凭我每到一
处逛古玩市场的认知，琳琅满目的赝品
和工艺品占到九成。可是它对我的吸引
力仍然不减。于我，好比女人逛时装店，
不一定买，只享受过程。如果运气好，遇
上真正的老物件，尽管囊中羞涩，可能买
不起，总可以上手把玩一番。真品自身
的岁月特征和赝品造假的秘密，都能在
逛的过程中获得新知。这比逛博物馆隔
着玻璃看强多了。

转过街口，地摊上一只青花压手杯
“拽”住了我的脚步。杯子上画马纹饰以
及青花发色、都具有明朝晚期的特征。
我拿上手，正好一掌握。压手杯的名称
就是这么来的。问价，摊主开300元。
不贵呀，我暗想这么完整，年份至少到嘉
靖万历，少说也得1000出头。怎么会这
样便宜？再仔细看，发现青花发色不沉
稳、马画的呆板、釉面没有400多年沧桑
的感觉——我断定是件仿品。摊主见我
不出声，连忙又从包里拿出几只同样的
杯子，让我挑选。好家伙，大明朝的杯子
批量上市。如果花几百块钱买个毫无意
义的新瓷杯，想想都恶心。古玩市场的
水太深，不可冒失涉足。

过去在湖南长沙古玩市场买过一本
书，书名有点怪：《唐诗的弃儿》。翻开内
容，是唐代长沙窑瓷器上的诗歌汇编。
字里行间充满了唐朝人的生活情趣和自
信，我很喜欢。这些诗文朗朗上口，或许
就在民间流传，制瓷工匠们信手拈来，写
在瓷胎上。属于地地道道的“原版”唐
诗。因为在《全唐诗》编外，用“弃儿”之
名倒也贴切。长沙窑，全称“长沙铜官

窑”，窑址在湖南长沙附近的铜官镇。上
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被考古学界发现，
出土了大批精美的唐代瓷器。这些瓷器
的装饰以釉下褐彩为主，有西域胡人像
和葡萄图案贴塑，有飞禽和诗文。我最
感兴趣的是用褐彩写在这些器物上的诗
文，读着它，犹自聆听唐朝人的声音。例
如书中一把执壶上的诗句：“寒食元无
火，青松自有烟，鸟鸣新上柳，人拜古坟
前。”猜想这是一把用来祭奠先人的执
壶。再看另一把执壶上写道：“我有方寸
心，无人堪与说。遣风吹却去，语向天边
月。”托风儿将自己的心事传递给天上的
月亮，构思奇巧，意境令人遐思，透着清
寂之美。

前边有个地摊一堆破瓷片围着一堆
人。摊主操着扬州口音正在跟一个汉子
讲价钱。我上前细看，宋瓷最多。其中，
以那只宋代青瓷莲花钵最为抢眼。破损
处已经用石膏修补，但仍不失其美，钵体
硕大敦实，釉色温润如玉，人见人爱。摊
主开价3万元。与摊主讲价的汉子捧着
瓷钵舍不得放手，买卖双方来回拉锯，终
于以9000元成交。老瓷片自晚清起就
进入了文玩圈子，名窑瓷片的价钱历来
不菲。过去古玩界有句老话“家有万贯，
不如钧瓷一片”。前不久有个电视鉴宝
节目，某人从国外淘回来5块大小不一
的瓷片，是同一个汝窑瓷盘子上的，拼接
整盘尚缺五分之一。专家竟然估出了
80万元的价位——专家说这件瓷盘如
果完整，价钱过亿。倒也是，宋汝窑全世
界也只有几十件，而且大多在博物馆里。

我抬脚正准备离开时，眼睛突然一
亮，长沙窑！就在扬州人脚边一堆吉州
窑的瓷片中。我连忙拿到手。这是一件
唐代长沙窑葵口诗文盏，真品，口沿残
损。盏内釉下褐彩诗句写得流畅自如：

“客来莫直入/直入主人嗔/打门三五下/
自有出来人”唐朝人注重生活细节，由此
可见一斑。此盏好就好在诗文完整，釉
水肥润，可赏可玩，是我心目中可遇而不
可求的好东西！经过讲价，最终以比较
理想的价位将它收入囊中。把玩之余，
我想，一纸唐朝人写的字在拍卖师的叫
价声中不是我辈能玩得起的。

□ 朱益华

金陵淘宝记
练 兵 过仕宁 摄

江南大雨，
洪水袭来，
淹没了田园和屋舍。

洪水像脱缰的野马。
有英雄在，
誓给它套上笼头！

一幅抢险镜头
深夜，
江堤，
战士们肩背沙包飞奔！

红背心，
红帽徽，
闪亮了夜色。

□ 丛奉璋

降伏洪水（外一首）

青春，是蓬勃的绿色
我紧握手中的理想
为我的祖国
充满和谐安宁的阳光
让我的眼睛
像火炬一样地明亮
五星红旗
在最高处飘扬
我用茂盛的绿色
和满腔的热血
书写最美年华的乐章
从此，青春无悔
从此，意志刚强

深秋，我将军装珍藏
把绿色留给远方
我带来清新的气息
我带来坚硬的肩膀
我更带来执着和顽强
在这片深山里
我的像蓝天一样的工作服
依然是我没有褪色的军装
我托起了井架

它是我伸展的臂膀
我在巷道中跃起
将每一块矿石
从黑暗中解放
从此，这里就是我的战场
我要始终做一名战士
让头顶的矿灯熠熠放光

岁月，褪去了我的青春
而我的军装却绿色如荫
当我浓密的头发
一根根跌落到坚硬的矿石上
我无怨无悔 因为
我看到它们已盛开成
一朵朵美丽的铜草花

在梦里，
我又听到了高亢的口令声
我依然站成山的模样
醒来时，我走在巷道的深处
每一个坚实的脚步
都像一盏盏明灯
把整个巷道照亮

□ 杨勤华

矿山退伍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