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 年，如果你在等待，青丝
成白发；如果你在成长，婴儿变壮
汉；如果你在奋斗，梦想终将化作
现实。

因公安边防部队集体转隶，
军旅生涯进入第 27年的我，含泪
解征衣，迈步新征程。在建军 92
周年之际，想想这个建军节自己
将以转业军人的身份来度过，不
禁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27 个 春 秋 ，从 入 伍 新 兵 到
退役上校，从军人到警察，从青
年到中年，饱尝摸爬滚打中的
酸甜苦辣，历经聚散离合中的喜
怒哀乐。回味军旅历程，既有不
舍，也有欣慰；既有欢乐，也有痛
苦；既有庆幸，也有缺憾。这段
岁月是我的美好青春，是我的
人生财富，凝结着太多的感动
与感恩。

1992 年 12 月 10 日，我穿上
军装，怀着激情，带着梦想，奔赴
云南边防。2019 年 1 月 1 日，我
脱下军装，初心不忘，本色不易，
迈向移民管理事业的新征程。军
旅之路最荣光，留下足迹才美
丽。跨越云南、西藏、安徽三省，
经历边防工作站、边防派出所、边
境检查站和大队、支队、总队机关
等十多个单位，履职战士、排长、
检查员、干事、秘书等二十多个岗
位，从怒江峡谷到雪域高原，再回
到江淮大地，我的军旅之路显得
既艰难、又仓促，一路的荆棘坎
坷，让我砥砺向前；一路的付出和
收获，让我记忆如昨。

一路走来，总有一些经历值
得珍藏，总有一种力量让我前行，
总有一丝温暖让我感动。

军旅第一站：西南边疆某新
训连。辗转七八天的车程到达

新兵连，当晚便迎来了连续三次
的紧急集合，让我既兴奋又紧
张。随后每天起早贪黑重复着
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并随时面临
着站军姿、蹲马步、臭水沟中踏
步、碎石中匍匐前进等高强度训
练。我们一个排三十多人挤在
不到一百平方的危房中，席地而
睡，只要一翻身就会压到边上的
人，一旦夜间紧急集合，只能人
挤人、人踩人。山上缺水经常不
能洗脸漱口，甚至连碗筷也只能
靠舌头舔干净。至于洗澡，只能
一个月集中安排一次。有段时
间，班上战士普感身上奇痒难
耐，班长似乎感觉到什么，下令
大家脱光衣服找病症，一会工夫
就 在 我 们 身 上 逮 到 几 十 只 虱
子。三个多月的新训，锤炼了意
志和体能，让我们在摸爬滚打中
上完了军旅的第一课。响亮的
番号声、班长的喝令声、半夜急
促的紧急集合哨声，如今已成为
记忆中美好的旋律。

军 旅 最 后 一 站 ：黄 山 边 检
站。工作和生活环境相比过去，
已有质的飞跃，但同为部队，战友
们永葆优良传统，焕发着军人应
有的激情和斗志，一起同向而行，
同向发力，敬业奉献，担当作为，
在国门口岸用辛勤的付出，换来

了出入境旅客的微笑与点赞，彰
显出家庭的温暖、团队的友爱、集
体的力量。特别是在改革转隶特
殊时期，大家更是拧成一股绳，虽
情有不舍，但干劲不减，在警力紧
张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带病忘我
工作，有的干警家庭出现变故依
然坚守岗位，单位中拾金不昧、助
人为乐等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虽
然我们集体脱下军装，换上警服，
但职责未变，初心未变，使命未
变。大家在团结奋进中凝结的友
谊值得一生珍藏。普遍认为：警
营是我们稳固的家庭，边检是我
们长久的事业！

27年军旅生涯，我无时无刻
不受教育，无时无刻不受感动。
难忘怒江大峡谷。在“看天一条
缝、看地一条沟”的环境中，照样
可以拓宽视野，开阔心胸；过惯了

“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的日
子，自然学会了守住孤独与寂寞；
交通难、通信难、吃菜难、用电难，
有了太多的困难，就会让人不知
难、不畏难、不觉难。执法执勤之
外，我们还担负着巡查界桩的任
务，每年都要披荆斩棘，翻高山、
过沼泽、攀绝壁，在崇山峻岭中穿
梭好几天时间，随时面临野兽、毒
蛇的攻击。记得有次查界归来，
战士小龚感觉上臂隐隐作痛，脱

下衣服看个究竟，只见一只肥大
的蚂蝗死死钻进肉里，露出血红
的半个身子，我们立即用风油精
涂撒伤口，并不断拍打，才将蚂蝗
驱赶出来，而此时鲜血已染红了
小龚的上臂。

难忘援藏经历。在茫茫雪域
中，尽管自己不适应高原气候，头
晕失眠、头发脱落，但在“艰苦不
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西藏边
防精神激励下，我自觉融入到这
支用生命搏击高原缺氧、用青春
守护边境安宁的队伍中，在白雪
皑皑的群山、黄沙漫漫的大漠中
留下自己的足迹。其间，正值帕
里模范边防派出所宣传推广关键
时期，我们宣传处的同志反复奔
波在拉萨与帕里之间，在高原漫
长坎坷之路上多次爆了车胎，令
我欣慰的是由我主笔采写的通讯
稿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
2004 年春节，在被大雪围困中，
我采写的反映隆子边防大队官兵
收养照顾孤儿普琼次仁的稿件
《十九个阿爸一个儿》，深深打动
了大连某学校董事长，他专程赶
到西藏将普琼接到自己的学校免
费上学。

难忘安徽边防。边检官兵赤
胆忠心映江淮，卫国戍边保安全，
恪尽职守创一流，让我感受到了

内陆边检的荣耀。其间，我有幸
参与总队第一次党代会筹备、总
队机构升格前期准备以及一等功
臣马子军、维和英雄黄礼杰的事
迹宣传工作，见证了总队的不断
发展壮大，融入到人生有梦、梦圆
徽州的美好意境。记得 2008 年
的元宵节当晚，时任总队政委和
政治部主任带着我，拟写总队升
格的相关材料，两三页纸的内容，
逐字逐句推敲，反复斟酌，几易其
稿，等回到房间，天色已渐亮，才
想起晚饭还没有吃。

战友情，最真挚，最难忘！军
旅路上，身边的很多领导和战友，
总是充满着正能量，一直给予我
温暖，助力我前行，成为我工作上
的良师，生活中的益友。他们在
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在我沮
丧时安慰过我，在我迷茫的时候
指点过我，在我得意的时候告诫
过我，是他们让我受到尊重、得到
收获、看到希望！即便是一声问
候，哪怕是一句鼓励，都是一种坚
强力量，让我不迷失方向，丧失信
心，错失机会。他们当中，有的一
直在联系，有的慢慢去联系，但我
一直铭记，感动常在。

军旅生涯中有很多难以弥补
的缺憾，其中就有对家庭的愧
疚。有一种等待叫作：我已望眼

欲穿，你却遥不可及。嫁给了军
人，就是选择奉献，注定品味艰
辛。结婚十五年多，分居十三年
多，妻子用柔弱的肩膀担负起照
顾老人、抚育小孩的责任，独自支
撑着家庭的重荷，为我筑起一片
宁静的港湾。孩子生病，她一个
人背着他去打针吊水，等我回家
时，他已痊愈；水管爆裂，她焦急
地到处寻找修理工，等我回家时，
早已停当；打雷下雨，她孤独地承
受夜的恐惧，等我回家时，她却
不愿向我诉说。有一种陪伴叫
作：我在电话这头，你在电话那
头。这么多年，最对不住的就是
孩子，他已长大，我还未归，是作
为父亲内心的酸楚。在他最需
要陪伴的时期，我却选择了远
方。“不要怪我对你陌生，这么多
年你在哪里？”这是理由最充分
的质问！是的，孩子出生时，我
在边疆；孩子上小学时，我在安
庆；孩子上初中时，我在黄山。
田园将芜，胡不归？因为我还在
守边防！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有梦的
人生最快乐。兵之初，在共同的
国防梦下，自己也有个人的小梦
想，那就是希望能提个干，提干以
后，又有了新的小梦想，希望再能
进步进步，比如当个连长、营长。

一切归于平淡，最终自己会发现，
职务的升迁并不是地位的提高，
而是赋予了更大责任。无论职务
大小，尽职尽责才是本，实现价值
才最真，只有把岗位当平台，在努
力奋斗和实现价值中才能真正体
会到永恒的快乐。如今，我的梦
想就是把国门守好，把工作干好，
把家庭照顾好！

人生就是一次次选择。选择
我爱，爱我选择！27 年的军旅，
确实不容易！往事历历在目，感
动比比皆是，回忆津津乐道，初心
孜孜以求……我自豪，我的青春
与边疆为伴，我的军旅与艰苦同
行。我的人生地图从此将深深地
烙上西南边陲、雪域高原和江淮
大地，我的人生轨迹布满了荣耀、
奋斗与自豪！

一朝为军人，终身是战士。
如今，脱下军装，穿上警服，开启
的是新航程，肩负的是新使命。
我将弘扬军人好传统，传承部队
好作风，不忘初心、永葆兵心，在
移民管理事业征途上迈步奋进！

谢谢你，我的 27 年军旅，想
说爱你不容易！

 江红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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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我去歙北上丰乡溪
源摘梨子强烈愿望的，是因为
西子绿。

朋友介绍老家梨子品种，
说到“西子绿”，我当时心里一
颤。“西子绿”，带着美丽而高
雅的感觉，用它来给梨子取
名，该是一种怎样的梨子，才
能 配 得 上 这 么 美 的 一 个 名
字？“西子绿”，有着一种心旌
摇曳的感觉，令人神往。

当接到去溪源摘梨子的
邀约，冲着这西子绿的芳名，
我自然兴致十足地前往。沿
着富资河，一路前行，空阔的
农田，逐渐狭窄成山地，绿意
盎然的柔枝扑面而来时，溪源
村也就到眼前。

山村临水而居，村子不是
很大，栖居在山脚，一如很多
徽州的乡村，宁静而朴实。在
这收获时节，客厅里摆满装箱
的梨子，竹篮里还有黄桃。水
果成熟季，品相好的，都是拿
去卖钱。留着自家吃的，都是
外表普通或有虫洞的。虫桃
烂李，好吃无比，村民都是这
样说的。

西子绿，究竟是白色的，
还是绿色或青色的？背了竹
篓，拿了梨叉，去找寻我的西
子绿，才是此行的关键。

村口路边都是梨树，不是
很高大，树干上都爬满了青灰
色的苔藓。绿叶间高低错落
的黄色纸袋，很是醒目地在那
里。一只袋子一只梨子，梨袋
是标配。梨子，是娇嫩的，需
要悉心呵护。四月里，梨子长
成一个青色的乒乓球时，用专
门的梨袋套住，防虫更防晒。
人们需要的是它认真生长，心
无旁骛。

梨子住在一个专享的房
间里，一梨一间，安安静静地
守住内心。尘世的喧嚣和烦
恼，没有了；害虫的骚扰和侵

略，也没有了。一棵树上，没
有很多的梨袋，在不同的枝丫
间，隔着那一段的距离，才有
一只袋子，它们各据一枝，互
不伤害。一只梨子一根梨枝，
不争不抢、默默生长，可以相
互听见成长的声音，却不能看
见 ，相 互 的 比 赛 ，我 想 肯 定
有。梨袋负责遮住强烈的日
光，梨子只管汲取梨树的营
养，心平气和地独自成长，过
好自己的日子。

西子绿的梨树，看不出有
何不同。梨袋在我俯仰之间，
都可看见，我站在梨树下，踮
起脚尖来，撕开梨袋一角，内
层是黑色的。洁白的梨子，
静静地在里面，看着我这个
不速之客。撕开整个梨袋，
把梨子举在眼前，白色果皮
外，随意散落着浅灰色小点，
旋转着不同角度欣赏时，隐
约 有 着 一 层 绿 意 慢 慢 沁 出
来。西子绿，不只拥有一个
令人心动的芳名。她犹如白
色的玉石，带着一点翡翠的绿
意。一份怜爱或是喜欢，不自
禁地涌上来。

不用擦拭，不用削皮，它
在梨袋里藏身两个多月，干干
净净。西子绿，举在眼前，在
阳光下透明而澄澈，似乎能听
见里面水流的声音。忍不住
了，轻轻的一口，非常的脆，甜
味沁人心脾。

在上丰溪源，翠冠、新水、
山水、翠玉、丰水、金花早都是
梨子的名字。每一棵树，因为
梨子，都有着一个好听的名
字，因为梨子，给村民带来希
望和遐想。给梨子取一个好
听的名字，是一份对美好生活
的尊重和向往，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情怀。你给我以甜
美，我给你以美好。

乐见雪梨比西子，溪源清
澈美山村，真好。

 程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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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叫卖声记忆中的叫卖声

母亲因突发脑梗死经黄山
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 2018
年 8月 16日 19时 25分永远地离
开了我们，转眼近一年了。母亲
走得很匆忙，一句话也没有给我
们留下，让我们伤痛无比，陷入
长久的思念。

上 世 纪 三 十 年 代 ，甲 戌 年
（1934）正月初五，母亲出生在
休宁山斗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
后有一弟一妹，早年丧父，青年
丧母，18 岁嫁到颜公河畔一个
偏僻的袖珍型小山村——金钩
树。

打开记忆的大门，追随母亲
的足迹，我的思绪回到了从前。
母亲中等身材，身板硬朗，共生 9
个儿 女 ，5 男 4 女 。 她 一 生 勤
俭。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种田，
种 菜 ，采 茶 ，挑 粪 …… 日 晒 雨
淋，披星戴月，忙忙碌碌。在我
童年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很
要强、不辞劳苦的人。砍窑柴、
割草是我们村每个社员必做活，
母亲很得要领，山坡、树林、田埂
旁边，无需苛求柴枝草丛茂盛，
只要她勤劳而灵巧的双手用刀
割起来，总是比人家割得又快又
多。在生产队众多女性中，她挣
得的工分总是比别人要高。每

天劳作完毕，还要洗衣烧饭，照
顾一家老小。在夜深人静时，我
每每从梦中醒来，都会看到她，
在如豆的煤油灯下为我们缝补
衣袜，在柴火灶台边腌制蔬菜、
切猪食……

上世纪计划经济时期，生活
物资匮乏。在那拮据的日子里，
母亲带着一家人，省吃俭用，过
着简朴的生活。在我童年的时
光里，吃肉是件奢侈的事情，一
年到头只是过年的时候才有机
会吃到猪头肉炖萝卜。每到除
夕夜，兄妹们总是早早地围在灶
台边，手捧竹碗，渴求地望着母
亲，期待美美地吃上几块猪头
肉。母亲只是微笑地看着我们
吃，自己从不动筷。母亲穿着十
分朴素，从我记事起，咔叽布做
的一件衣服母亲只有出远门才
会穿，平时只会穿一些打着补丁
的粗布衣服。她说：穿这样的衣
服吸汗，干活劳累歇坐地上不心
疼。想想也是，母亲结婚时穿的
那件花红旗袍，在柜子里放了五
六十年，如今拿出来还像崭新的
一样。

母亲宽厚仁慈。用一颗博
大而无私的爱心，呵护着儿女，
影响着一家人。从小，她教育我

们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做正直
的人，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曾记
得，小学 5年级放“农忙假”，我在

“溪滩嘴”稻田里拾稻穗，村中一
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靠着
打稻的亲戚，独占两台打稻机周
边的位置，扫谷粒拾稻穗，没完
没了，我却沾不着边。争辩过程
中，我用手上的小竹刷将他的头
打破还流血了。母亲知情后，立
刻赶来安慰他，扶他到我家，给
他清洗擦药，并从邻里家借来 3
个鸡蛋煎给他吃。当时我吓得
不敢回家。母亲找到我后，严厉
地批评我不该打人，并耐心细致
地讲明道理。有一年，大姐在邻
村“专业队”做事，结识了一个姐
姐，母亲认为她为人处事正直实
在，就爽快地认她做干女儿。母
亲对待她就像对待亲生儿女一
样。

母亲爱管“闲事”。村里谁
家有个红白喜事，或家庭矛盾、
邻里纠纷，她时常利用吃饭时间
端着碗，去走一走、看一看、听一
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或是劝
解几句，或是开导一番。母亲虽
没有文化，也讲不出深刻的大道
理，却始终坚信：善良是做人最
基本的品质，好心一定会有好

报。她同情贫苦的人，虽然我们
家也很艰难，但还周济和照顾比
自己更穷的邻里和亲戚。邻里
四乡了解她的为人，都很尊敬
她，称赞道：“有好（我母亲的名
字）——心眼好，从不害人。”

母亲坚毅乐观。历经几十
年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但不
管生活多么艰苦，从没埋怨过，
自己也磨炼出机智果断、坚韧刚
毅的性格。父亲在 66 岁那年得
了“半边疯”，在床上躺了整整
16 年，都是靠着母亲的精心照
料。2007 年底，母亲因胆结石、
胆总管结石和胆囊结石发作进
行 了 胆 囊 切 除 手 术 。 2012 年
初，她的右腿忽然变得僵硬，难
以行走，经医院诊断为右股髋缺
血性坏死（系几年前一次上山砍
柴摔跤导致），因年纪大了，不便
手术，时常疼痛厉害，但却表现
出坚强的毅力。本该是开始安
度晚年，却要忍受病痛的折磨，
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但又无能
为力。

母 亲 一 生 来 到 屯 溪 多 次 。
还记得妻子生小孩，正值炎夏，
母亲肩挑火腿和蔬菜，徒步 50余
里，从乡下赶来伺候月子。前年
的秋季，母亲在我家住了两个

月。跟以往一样，日常吃剩的饭
菜，她总是不舍得倒掉，要留着
下一顿吃。去年春节前，我再次
把母亲从乡下接到屯溪一起过
年。迎来送往之余，晚上陪她边
看电视边聊天，谈起儿女们各自
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她很知
足。有时，我摁着遥控器，轮换
着电视频道，靠在沙发上的母亲
已经发出轻轻的鼾声。和妻儿
一起，在老母亲身边，人生的幸
福莫过如此了吧。可万万没有
想到，这竟是我陪着母亲过的最
后一个春节。

好日子才刚刚开始，母亲却
悄悄地走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
空虚和茫然。母亲一辈子为我
们操碎了心，愁白了头，而作为
子女，又为母亲做了些什么呢？
为什么不在老人健在的时候，多
尽一份孝心，多陪一陪她老人家
呢？可这一切都不会出现了，不
会重来了，时间的年轮里没有后
悔药。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亲勤劳俭朴、宽厚仁慈、坚毅
而乐观的品格，使我终身受益，
会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愿我的母亲在九泉之下含
笑安息。

人生档案 陈翰武 追 忆 母 亲追 忆 母 亲

三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时
候。中午时分，听见外面辛劳的
大爷大妈或推或骑三轮车叫卖
着凉皮、银耳八宝粥……听着听
着，这种叫卖声把我带到了童年
时代，耳畔似乎又听见那久远又
熟悉的叫卖声。

我的老家是安庆怀宁的，村
子就在独秀山下，父亲是手艺
人，跨过长江来到江南祁门和我
母亲结婚生下我后，因忙于生
计，从小就把我送回老家，交由
我爹爹奶奶带大。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农村里经常有手摇拨浪
鼓、肩挑小货担的人，走村串户
叫卖着一些小东西，他们一根扁
担一对箱，一年四季走四方，以
维持生活。每当听到拨浪鼓及
货郎吆喝的“破布头、破鞋头、头
发兑针线、小人要甜甜、大娘要
针线……”声音后，我们一些小
孩子就随大人一起围了上去。
只见货箱上盖着一方玻璃，各种
小商品分类放置于小方格里，什
么发卡首饰、针头线脑、儿童杂
耍、文化用具、衣帽鞋袜、糖果火
柴……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尽
管都是一些小物件，但对当时那

个年代农村来说已经足够让人
眼花缭乱了。

除了这些小货郎叫卖东西
外，当时村子里还有背着大包叫
着卖老布的、收头发辫子、收破
烂兑糖的……不过我们小孩子
还是喜欢听“卖冰棒嘞、卖冰棒
嘞……”的吆喝声。因为那时夏
天我们许多小朋友在一起玩捉
迷藏、翻跟头、捉知了、丢手绢游
戏，累了、渴了就想吃上一根冰
棒。每次看到骑着双大杠自行
车卖冰棒的人来了，我们就围到
后面货架木箱子周围，馋涎欲滴
地望着。那时候，为了不让冰棒
融化，卖冰棒的人把冰棒装在木
箱子里，四周垫着棉絮，上面再
盖一块小棉布。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
村民出来干个体工商户，村里相
继出现了小卖部和超市。渐渐
地卖货郎好像一夜之间就不见
了，骑车卖冰棒的也越来越少。
尽管如此，那些远去的叫卖声，给
大家童年时代带来的欢乐和梦
想，早已深扎在人们的记忆里，
如今回忆起来，那一幅幅久违的
画面，还是那样的温馨、美好。

不说再见
金海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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