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年后的回忆 战友你们还好吗
本报记者 杜明

2000 年的冬天， 背上背
包、胸前戴着红花，杜亮踏上
了开往桂林的火车。在投身火
热军营的两年里， 有苦也有
累，当脱下那身戎装，战友之
情让他无比怀念。十三年的变
迁，每逢“八一”总是勾起往日
回忆。

我的班长，我的老大哥

2001 年春天， 新兵训练
结束后，杜亮的班长三日接收
了他们五个新兵。在杜亮的回
忆中， 班长是一个阳光男孩，
比他年长几岁。 亦师亦友，是
他佩服的军人。“除了普通话
不标准，几乎完美。”杜亮告诉
记者，班长是个懂生活、有浪

漫主义情怀的兵。会冒着被批
评的危险，把枯燥的训练从操
场搬到桂林秀美的山水之
间。 训练间歇，会带大家到
山间揽胜或水中撒欢。

作为通信兵，他们的专业
突飞猛进。下连后第一次接力
终端竞赛，就把老兵们甩在身
后。“每天晚上《新闻联播》后
的体能训练让我最怵头，现在
听到结束曲还心有余悸，想往
厕所跑。”杜亮说，在班长三日
的陪伴下，他的各项体侧成绩
喜人。 印象里，班长只有两次
难过， 一次是讲他和女朋友，
一次是吃散伙饭。 如今，看到
他当年的临别赠言“早日成功
的过美好日子”， 鼻子就会发
酸。

我的同年兵，我的兄弟

“我和兄弟华仔关系迅速
升温，是在广东阳江海训时。”
杜亮告诉记者，当时他们有通
讯保障任务在身，要把天线和
终端机放到制高点。他们俩被

“流放” 到海边的孤山上执行
任务，三伏天的广东，山上一
待就是 40 多天。 白天轮流值
班，晚上一起伴着渔船出海捕
鱼时轰鸣的马达声入睡。

有次下山排查下路，半山
腰被一条小臂粗的大蛇拦住
去路。 华仔脚踩七寸，手抓蛇
尾， 抡圆了就往地上一顿猛
砸，然后把蛇身打结缠在树枝
上，刀割剥皮，一气呵成。“那

一晚， 我辗转反侧想明白件
事，蛇不可怕，和他睡一屋需
要勇气。 ”杜亮笑着说。

时光飞逝，愿老兵安好

有人说， 当兵后悔两年，
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可杜亮从
不后悔两年的军旅生涯，更庆
幸能遇到这些人，怀念一起经
历的日子。 时间如白驹过隙，
2010年以后由于工作繁忙，大
家联系的不多。“他们现在何方，
无从知晓。 但每年此时，我相信
回忆是相同的。 ”杜亮说，战友
的情谊在他的心中，愿战友们
平安幸福，所有身着军装的战
友们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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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籍战友天津出差转折 400里相聚
本报记者 李平

光阴似箭，岁月如歌。 转
眼间，今年已是石家庄籍的杜
飞龙在消防军营度过的 14 个
春秋。 作为一名老兵的他，想
起战友们一起摸爬滚打、一起
生死救援的幕幕便热泪盈眶。

与战友们一起奋战的点滴

邢襄大地这片热土，是杜
飞龙的第二故乡。他和来自全
国各地的战友们水里来、火里
去，风雨无阻，一起跑步，一起
体能训练， 一起灭火救援，一
起在火场上奋战。

10 年前， 在一次造纸厂
原料堆垛火灾扑救中，由于过

火面积较大，按照现场指挥部
分割夹击的作战部署，杜飞龙
所在的战斗班负责两个堆垛
的火灾扑救并控制火势蔓延，
当时灭火急眼的他和两个战
友欲从两个堆垛中间纵深进
攻，没想到，一侧表层明火已
扑灭的麦秸堆垛忽然塌落，带
着火星的麦秸瞬间埋至他们
腰部。 万分危急之中，是位于
他们后方负责保护的石家
庄籍战友王晓波、邢台籍战友
周彪迅速执水枪冲上，扫射他
们四周的火苗，救他们脱离险
地……

还有一次家庭厨房液化
气罐火灾， 杜飞龙和战友们到

达现场时，火势正猛。 户主介绍
液化气罐阀门出现故障关不
掉，扑灭厨房家具明火并对液
化气罐罐体冷却后，安徽籍老
班长苏正兵主动请缨，把依然
燃烧着的液化气罐抱至空旷
安全区域，直至在水枪的稀释
下燃尽熄灭。

时间距离割不断战友情

很多战友已离开服役的
军营， 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
北， 战友相聚的时刻愈加珍
惜。

割不断的战友情，还好现
在联系方式多样， 除电话、

QQ、微信外，还会不时相聚。
退役十年的河南籍战友

史世伟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几乎年年“八一”前后，便回到
邢台找杜飞龙， 和战友们相
聚。 石家庄籍战友赵磊，每年
带着孩子回邢台，给孩子讲述
他们一起战斗的日子。

去年，江西籍战友刘朝辉
天津出差，专程转折 400 多
公里再“回家”一次，看一
看曾经训练过的营房和装
备已日新月异的部队，看一
看那株亲手种植已拔地而
起的白杨树， 看一看一起攀
登翻越而摩擦凹陷的障碍板、
独木桥……

昔日通讯女兵 再忆战友深情
本报记者� 周潇潇

“八一” 前夕，33 岁的曾
霞接到战友聚会邀请函，曾经
在 38集团军通信站战斗和工
作过的全体战友请回部队看
看。 一张张昔日在部队的照
片，12 年前的军营生活重现
眼前，曾经战友的笑脸又上心
头。

“还记得新兵连第一天，
我们是在罚跑体能、罚站军姿
和眼泪中开始。 ”2001 年 12
月，20 岁的曾霞，作为女兵应
征入伍， 和 29 名战友被分配
到北京军区第 38 集团军军部
通信站。刚入伍的曾霞和大家
忙着互相介绍交朋友，晚上则
都把私藏的零食拿出分享。没
想到遇到突然“袭击”，没收零
食指认“祸首”，没有出卖战友
的女兵们都被罚体能，拉练 5
公里，罚站军姿，有人低声抽
泣， 气氛蔓延一屋子人全哭

了。
新兵连的日子有苦有乐。

对曾霞来说，最难忘的是夜晚
的“紧急集合”。 在接到突发、
没有通知、 没有预见的情况
下， 部队用哨音快速集结部
队。那时战友们总爱在夜晚寻
思预见“紧急集合”却相安无
事，认为最安全时却偏偏哨音
连连。 3 分钟的集合时间，不
许开灯，总会有笑话百出。“误
穿邻床衣服的，来不及系扣子
的穿鞋的，跑出来了背包散了
一地的， 说起总会像昨日一
般。 ”

第一年在部队过年，那时
不到节假日部队不允许通电
话。 到了新兵打电话的时间，
每人都飞快跑去通信站外的
IC 电话旁，寒风中 30 个人站
着排队足有十几米长，每个人
2 分钟时间。“轮到我打电话

了，家里却没有人接，看我心
情不太好，战友们争先恐后地
把自己的时间让给我，听着电
话那头的嘟嘟声，虽然眼泪忍
不住掉下来， 心里却十分感
动。 ”

下连后，曾霞和战友被陆
续分到总机班，每天开始背大
量的电话号码， 勤务用语，理
论知识。 功夫不负有心人，曾
霞被分到首长台工作， 两年
间， 曾霞荣获一次三等功、
一次优秀士兵、 两次嘉奖，
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成为她军旅生涯中的最大
骄傲。 可时光匆匆，2 年的时
光仿佛只是一刹那。

即将各奔东西，在部队每
个角落里， 曾霞留下和战友
的合影珍藏。 退伍当天，最
后一次集合，就像刚来部队
时，请示报告、坐下、脱帽、

挺胸抬头、 双手放在膝盖
上。 退伍命令宣布，所有人
起立 ， 面向军旗 ， 庄严敬
礼， 接着老兵要摘下帽徽、
领花、肩章，上交。“上交的
时候 ， 我偷偷留了一副领
花， 攥得手心都出了汗，尽
管知道不对，却还是忍不住
留下来，也成为我部队生涯
永远的留念。 ”《送战友》呜
声不清地在唱，曾霞的眼泪
也如决口洪水彻底宣泄。

12 年过去， 曾霞已组建
家庭、走上其他岗位，战友虽
彼此远离， 可网络的发达，让
她与天南海北的战友们通过
微信、QQ互通音讯，了解彼此
近况，维系彼此感情，“很想念
战友们，想再见一面。”曾霞盼
望全连的大聚会，能重温当兵
乐，再忆战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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