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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 8611 米的乔戈里峰引领
下袁喀喇昆仑山脉百座 6-8 千米雪峰巍
峨壮观袁逶迤蜿蜒遥 她们自远古屹立至
今袁终年白雪皑皑袁冰川密布袁雪峰周边
更是簇拥着众多数万年来被狂风洗礼
后的嶙峋奇峰遥

野疾风知劲草袁板荡识诚臣冶遥 喀喇
昆仑山南线天文点的某雪峰冰川下方袁
是我们近几月来的驻训场遥 可惜袁这里
没有发现劲草袁只有我们众多人民子弟
兵刚毅尧伟岸的身躯袁我们在这里驻营尧
训练袁我们在这里生活尧歌唱遥

这里昼夜温差较大袁 刚上来时袁典
型的高原气候袁紫外线特强袁基本没有
云朵袁太阳无片刻休息遥 虽已入秋袁白天
依旧烈日炎炎袁如蒸笼似的袁闷热得很遥
往往夜间才刮风袁 同时和着冰雹雪花袁
但往往没多厚袁 次日又被烈日溶化袁周
而复始遥

此时袁真有些留恋在加勒万河谷的
日子袁那河谷海拔 4300 多米袁虽然也闷
热袁但时不时能吹来几阵凉风袁也可以
时常在河里洗把冷水脸遥 而且沟谷和坡
上有草和一些低矮的植物袁藏野驴和多
种羚羊时而在不远处悠闲地吃草遥

上月袁喀喇昆仑雪山脚下袁炎热程
度本已略有减退袁 傍晚开始刮凉风袁同

时卷着坡上尘土细沙袁向远方飞去遥 再
后来袁风卷尘沙改为下午了袁速度也较
之前快多了遥 前些时日袁刮风时间又提
前到中午了袁 风速更加快了袁 约 8-10
级袁同时席卷着碎石片飞跑遥 此时袁我们
正常走路时可拉起风雪帽袁背对狂风暂
停片刻或下蹲袁列队的战士仅能短暂微
闭眼睛袁但不少战士脸上被锋利的石块
刮开道道血痕遥

风袁自冰峰吹来遥 冰风刮呀刮袁也有
不少同志被刮得嘴唇乌黑或开裂袁更多
的人则刮得两颊通红袁如熟透的苹果似
的遥 冰风袁一不小心刮得你打几个寒战袁
有些钻骨之感袁虽不再有父母在身边嘘
寒问暖袁使你不得不时时自觉地注意添
加衣裳袁因为你已是顶天立地的热血男
儿遥

这里没有和风细雨之说袁 要么狂
风尧飓风尧旋风尧龙卷风袁且基本都是飞
沙扬砾场景遥 细雨更不沾边袁往往同一
片云袁落到沟谷是雨袁落到这海拔 5000
多米的山上是雪遥

这里没有秋风扫落叶之说袁能看见
草就是一种奢求袁何来落叶遥 另外因为
我们的军装是土色仿真袁为了能看见绿
色袁有些同志把食堂的大蒜搞些种在室
内瓶装土里袁 可能不是刮春风的缘故袁

日盼夜盼袁它总是不赏脸袁就是不发芽遥
这里戈壁荒漠的造就袁其实都要归

功于风袁莫说坡上袁连溪边也无任何杂
草生长遥 所以袁不管是之前的藏野驴尧藏
羚羊尧岩羊尧野免袁此地无草袁自然就无
它们的食物来源袁 导致它们统统不光
顾遥 没有野生动物能啃石头果腹袁所以袁
野狼尧棕熊在此无食物链袁它们也自然
就不跟进而无踪迹遥

温度随着冰风变化而变化袁国庆节
前夕袁存水结冰已被风刮到六七公分厚
了袁 夜间气温已达零下 20 几度遥 据记
录袁这里最低气温是零下 40 多度袁积雪
达 2 米多厚遥 这样的景致袁是我们很多
战友们小时候看不到的遥

虽然风越刮越大袁 冰越结越厚袁气
温越来越低袁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土袁
昨天尧今天尧明天袁这里依然是我们的驻
训场遥 我们还盼望春节期间袁在这冰天
雪地里袁在我们坑道或帐蓬外袁能高高
地挂上大红灯笼袁以增添春节的喜庆遥

要问我们是否惧怕风雪和严寒钥 其
实我们已慢慢适应了这里的气候与环
境袁我们的指战员会同声地告诉你院我们
不是冰山上的来客袁 我们是冰山上的主
人浴 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袁喀喇山高我们斗
志更高袁高原缺氧我们不缺精神遥

潮陂头本来是一个很穷的村子遥 那
天到河坝观光时袁竟有五六辆小汽车袁其
中还有辆宝马袁这是我舅舅孙子的车遥这
孩子本来也是一个打工仔袁 后来在县城
里租了一栋楼袁开了一家百货批发店遥我
去参观了袁一层是百货陈列品袁展品琳琅
满目袁色彩斑斓袁应有尽有遥 他的批发百
货远销各地袁 这真可谓 野生意兴隆通四
海袁财源滚滚达三江冶遥两年多的时间袁他
就成了瑞金十强之一遥 而且他几位兄弟
都很能干遥我舅舅(奶娘之兄)当年是那么
的穷袁真是应验了一句话野穷不过三代袁
富不过三代冶遥但愿他的第四代能继续富
起来袁创建更加美好的未来遥

从河坝返回海山家吃午饭遥 奶娘家
大大小小四代人袁以及其他的少数亲朋
好友和村干部袁屋里屋外袁摆了四大桌遥
桌上的菜摆得满满的袁全是自己做的客
家菜遥 其实袁我最喜欢吃的菜就是两种袁
一个是蒸的肉圆子袁另一个是能在汤里
飘起来的白色鱼丸子遥 至于酒水袁除了
米酒以外袁其他酒我一概不沾遥 我六次
回到这个家袁 今天这顿饭是最丰富的遥
倘若没有脱贫袁潮陂头的亲人们无论那
一家都拿不出这么多东西来招待我遥 他
们在农村的住房袁他们的穿着袁他们村
子里公共设施的建设袁自来水尧煤气罐尧

空调尧电风扇尧电视机等袁村子里水泥马
路袁各种各样的小汽车袁均超乎我的想
象袁令我惊喜感叹浴

午休时袁室内开着空凋袁凉爽的气温
使我很快入眠遥醒来时袁已是下午四点多
了遥 我要去看我的出生地要要要福主庙遥
1933 年 10 月份袁 我就是在这座老庙里
由傅连暲院长接生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遥
所以袁每次我来到潮陂头探亲时袁必定要
到这座庙里看看遥于是袁我和外孙女一起
坐车想再次看看我的出生地遥可是袁天不
作美袁忽然哗哗地下起大雨遥等了很久也
不停袁甚至越下越大遥 无奈袁只好打道回
府遥其实袁我的外孙女已同当地的小姐妹
在我午睡时已经去过了遥 晚上还是在海
山家里吃饭遥 饭后袁才回到瑞金宾馆遥

23 日袁星期日袁一大早袁外孙女从瑞
金坐动车回深圳袁6 个小时就到达了目
的地遥 第二天袁她要赶到公司上班遥

同一天袁我第二家养母的曾孙女陈

丹开车到瑞金宾馆来接我遥 这个家是在
大柏地乡高丘村袁 离县城只有 40 华里遥
走的是国道袁路面很好袁再不是过去的沙
石路了遥 这个村子是陈氏宗族村袁住户
很少遥原计划高速公路要通过这个村子袁
所以把老屋整个村子都推掉了遥 国家统
一给他们造了一个新村子遥 后来袁高速
公路改道了袁从宁都直接到达瑞金遥

我在这个村子生活了十年遥 这是一
个开门见山袁但也有一条公路尧一条河的
地方遥 1929 年春袁毛泽东带着一部分队
伍从井冈山到赣南袁要路过大柏地袁这里
地形险要袁悬崖陡壁遥 他得知国民党有
一支部队也要路过此地袁决定打一场埋
伏战遥 他把兵力布置在公路两边的山
上袁形成口袋状遥 当敌军全部进入口袋
后袁一声令下袁把敌人全部消灭遥 这就是
著名的大柏地战斗遥 1933 年夏袁毛泽东
作了一首词叶菩萨蛮窑大柏地曳袁第二段写
道院野当年鏖战急袁弹洞前村壁遥 装点此

关山袁今朝更好看遥 冶
我们在高丘吃过午饭后袁大柏地乡

党委书记陈泽贤要我去参观前村袁而我
也要到敬老院看望我少年时代的一个
小伙伴遥 他是广东难民的一个孩子袁被
他父母路过高丘时袁 卖到这个村子里遥
当年我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袁叫他野广东
佬冶遥 我们相互见面都感到很高兴浴 我送
他一个红包袁祝他健康长寿浴 他住的敬
老院很漂亮袁吃尧住尧医疗一切免费遥 敬
老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袁乡里正在建设
一个条件更好的敬老院遥

陈泽贤书记曾告诉我袁大柏地乡要
建设一个图书绾遥 于是袁我向他们赠送
了几本书院叶陈正人彭儒画传曳叶井冈山
的红杜鹃要要要我的母亲彭儒曳袁还有中央
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著的叶习近平的七
年知青岁月曳叶习近平在正定曳叶习近平在
厦门曳叶习近平在宁德曳袁以及叶外国政要
和媒体眼中的习近平曳遥

我还坐着陈书记的车游览了大柏地
新建的市容市貌遥 大柏地发生了改天换
地的巨变袁与过去我所看到的大柏地小
镇相比袁真是有天壤之别遥 大柏地党政
领导以红军大柏地战斗旧址为主题袁盘
活了红色旅游和绿色旅游遥 也以此促进
了经济的发展遥 渊待续冤

每个人都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心爱之
物遥 有的喜欢娃娃袁
有的喜欢书本袁还有
的喜欢宠物遥 而我的
心爱之物则是一台
里特米勒钢琴遥

我爱我的钢琴袁
爱它独特的魅力和
悠久的历史遥 里特米
勒钢琴始创于一七
九五年袁至今已有二
百二十五年的历史遥
从它诞生至今袁已横
跨了两个多世纪遥 时
间如同一条长河袁冲
刷荡涤着一切袁可时
间却未曾把钢琴的
纯美声音给消磨袁而
是在时间中被淬炼得更加纯净尧悠
扬遥

我爱钢琴袁爱它优美的外形遥 远
远望去袁它就像一个巨宝盒遥然而袁当
你走近一瞧袁它那弯弯的琴腿就如同
一个美丽的少女袁 那般的婀娜多姿遥
那一个又一个的黑白琴键袁又如同一
级又一级的台阶袁给人一种向上的力
量遥

我爱钢琴袁爱它给我带来无穷无
尽的快乐遥开心时袁我弹奏叶纺织歌曳袁
那欢快而富有节奏的音乐在我的指
尖不知不觉地流泻出来袁愉悦我的身
心袁滋养我的心灵遥 悲伤时袁我弹奏
叶城南花已开曳遥 那些音符汇成的旋
律袁 如同一个人的哭泣无休无止袁却
在一瞬之间袁所有心头的结袁又好像
被音乐的水流冲洗了一般袁 一切袁都
是那么的流畅遥喜悦时袁我弹奏着叶小
奏鸣曲曳遥 那心底的愉悦在乐曲中传
送袁那脸上逐渐绽放的微笑袁慢慢地
形成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快乐遥而愤怒
时袁我又会弹奏叶月光奏鸣曲第三乐
章曳遥那时袁我心头的怒火都发泄在钢
琴之上遥 那一个个富有激情的音符袁
都被狠狠地按压在琴键之上袁愤怒便
会慢慢地消失袁人便会慢慢地冷静下
来袁静静地思考着噎噎

钢琴如同我的一个不会说话的
知己袁 我喜欢与它分享我的喜怒哀
乐袁它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遥 钢琴
与我袁我与钢琴袁我想袁无论是现在还
是未来袁我们都会是最好的朋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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