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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三章

◎姜红伟

高山哨所
在皑皑白雪中
我是一叶绿色
在荒芜的山顶上
我是一棵青松
从脚下的土地汲取养分
牢牢坚守着每一寸
让身边飘浮的白云
带上我心中和平的祈愿
以我的坚毅与勇敢
以我的忠诚和担当
守卫身后
每一份美好的梦境

怀念战友
◎杨敬选

节日到来
怀念涌上心田
远方的您有没有记得
我们并肩作战的日子
一起冒着枪林弹雨
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回首往事恍似昨天
您牺牲的瞬间还浮现在眼前
洒尽最后一滴血
圆睁的双眼还紧紧盯住敌人
您在祖国的边疆长眠
山茶花开满荒野
森林河川奏响哀乐
在那边您可否过得安然
怀念时刻挂在我们心间
斗转星移，战友情不会改变
每逢纪念日
我们都会集结在烈士墓前
低头肃穆祭奠
告诉您山河日新月异
告诉您人民富裕安康
任凭岁月流逝
记忆永不泯灭
您的音容笑貌
时时在我们脑海浮现

星期六

人生最美是军旅

◎方华
在茫茫的大海上
站成祖国的形象
巍峨 挺拔 伟岸
向前几十米的海滩
是我的前甲板
身后几十米的礁石
是我的后甲板
在这片浩淼的水域里
一方小小的岛礁
就是一艘永不沉没的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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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已经离开
心爱的军营 20 年了，然而在这 20 年
中，每时每刻我都在思念着军营。
生 命 中 有 了 当 兵 的 历 史 ，在 军
营里的锻炼，使自己的信念生辉，使
自己的意志更加坚强。如果说人生
是一部诗章，当兵的历史就是诗章
里最闪亮的章节。每年建军节来临
的日子，我都会沉浸在美好的回忆
中。
在 部 队 的 日 子 里 ，是 人 生 中 最
美丽，最自豪的日子。因为我是人
民军队中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几年
的摸爬滚打使我们克服磨难与艰
辛，百炼成钢，是军营使我们的阳刚
之气有效发挥。我们将美好的青春
年华献给了军营，献给了祖国和人
民。我骄傲，我自豪，因为我曾经是

一个军人。人生最美是军旅，所以
我无怨无悔。
训练场上奋勇厮杀，站岗放哨我
为祖国和人们奉献忠诚。清晨的朝
阳下，有我们整齐走过的方步;火红
的晚霞，燃烧着我们美好的青春。一
曲曲动听而壮美的军歌，澎湃着我们
无悔的激情。我骄傲，我自豪，因为
我是一个军人，人生最美是军旅，所
以我无憾人生。
一身橄榄绿，一生军旅情。
就是因为有过一段当兵的历史，
一种魅力与荣光永远的写在我们的
脸上。我热爱军营生活，喜欢自己的
军旅生涯。军人气质是怎么来的？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是养成的，
是磨练出来的。烈日下走队列、迈正
步；练兵场上摸爬滚打；野营时越野

行军；训练时破皮流血不吭声；酷日
下，冰雪中，一个个生命在时光的熔
炉里演化。原来的油滑没了，懒散没
了，一些从小养成的坏毛病都渐渐地
被磨掉了。昔日稚嫩淘气的少年，回
到家里，出现在亲人面前的是一个脸
庞透出刚毅，身板挺直，能行标准军
礼的军营男子汉。
人生最美是军旅，军旅生活，海
疆边关，金戈铁马。年青的热血，庄
严的使命，一股体现军人使命、荣誉
的正气在军营流动，使这里的每一个
成员都打上铁血军旅的烙印。
军人气质是军旅生涯的赠与，是
铁与火的赠与，是无数血与汗的赠
与。具有这种气质，是军人的骄傲，
它将使你受益一生。
人生最美是军旅。

乡村晨曲
下的踪影？
于是，我下楼来到村口的水泥路
上，寻找村野曾留给我内心深处的那
份安然与宁静……
习习凉风迎面吹拂，我迈开轻松
的脚步，顺着宽敞的新铺水泥村道，
围
绕着村子兜转着，这时天刚泛鱼肚白，
村庄仍布满着灰蒙蒙的色彩，惯居闹
市的我生怕在这村野遇上蛇或其他小
动物，
于是一直是胆怯的往前行走，
路
旁的草丛中，不时的传出悉悉索索的
声音。当我战战兢兢地往前行走时，
忽见前面的路旁有一只母鸡带着一群
小鸡在叽叽喳喳觅食，只见小鸡们时
而扑腾着双翅前逐后追，时而低头专
注地啄食着地上的小虫，时而随着母
鸡在闲庭信步，看着它们那副可爱的
样子，使我忘记了刚才的胆怯！正走
着，突然又见前面路道旁闪出了几只
雪白的鸭子，雄赳赳，气昂昂的，一行
列队，步伐一致地顺着水泥村道旁慢
悠悠地踱着步子，头不时地左右摆动，
眼睛在左顾右盼着，似是在为村庄巡
逻的一队“勇士”，我饶有兴趣地与这
些擦肩而过的鸭子行了个
“注目礼”。
随着晨暮的渐渐清晰，映入我的
眼帘的小新鲜确实太多了……如村道
旁防风林里不停嘀咕着的五彩斑斓的
鸟儿，有透过林子远处田埂上驻足远
眸的老水牛，还有远处田垌的蔗园里
早已忙碌多时的乡亲们，他们有的在
挥镰削甘蔗，有的已将绑扎好的甘蔗
在堆叠集中。顺着村庄南面极目远
眺，呈现了一大片整齐划一的现代化

花开
花开在远处，可能在山巅，也可能在河
边，可能在云端，也可能在梦里。
花，总是要开的，带着与生俱来的使
命，带着芳香和无与伦比的喜悦。
有的开得羞羞答答，有的小巧玲珑，有
的含情脉脉，有的热烈奔放，有的经久不
谢，有的昙花一现。
这都不影响花的美誉，爱花的人们依
旧怜爱有加，爱不释手，是名副其实的护
花使者。是的，再美的花，也需要用心呵
护。
精明的花总是把握自己的生命周期，
珍惜当花的时光，
“生如夏花之灿烂”，
尽情
尽性展示自己的美，聚焦更多的眼光，带给
人美的享受，陶冶人的情操，美化人的心
灵。
花，是伟大的，无私的，即使默默无闻，
也要以最美的妆容，惊艳这个世界。

七夕之夜

◎戴建华
故乡是雷州半岛的一个小山村，
这里既有依山傍水的秀丽风光，又有
我至亲至爱的亲人，有我天真烂漫的
童年，
还有浓浓的乡情亲情，她一直是
我心目中最美的村庄。
随着年轮的增长与时光的变迁，
村子在我的记忆中曾有过一段时空的
模糊，
这是因小时候，由于父母工作的
变动，
我们举家搬迁到小镇，尔后又转
到县城定居了。近两年，父母退休后
回老家建起了一栋两层小楼房，每到
逢年过节，爸妈和兄弟们回乡下过节，
我也时常跟着回来。
回到小山村，我贪婪地吮吸着每
一口来自村庄的自然清新且溢满负离
子的空气，徜徉在举家团圆的温馨中，
心中丰盈着浓浓的幸福感……
清晨，
天刚蒙蒙亮，
耳边传来了由
远及近的山鸡与公鸡的和鸣声，那声
浪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绵长，还
有清脆悦耳的小鸟啁啾，这些声音，我
曾经是多么的熟悉！久违了，这天籁
之音！我陶醉在鸟儿悦耳的歌声中，
急忙步上楼顶，极目远眺，只见小楼林
立的整个小山村还笼罩在薄薄的晨雾
中，远近的个别平房上还萦绕着袅袅
炊烟。和煦的晨风迎面吹来，天边泛
着几缕红淡相宜的朝霞，头顶上的树
梢却不断地传来了
“叽叽喳喳”
的麻雀
声！这鸡啼鸟鸣犬吠之声，和谐地奏
响了一支乡村晨曲!
如此美好的春光，何不趁晨曦初
露，环绕着村子兜转一圈，去领略乡村
早晨的风景及寻觅孩提时曾在这里留

◎莫学平

标准种植塑料大棚，在大棚的旁边分
布着十多口的养殖鱼塘，此时的大棚
与鱼塘周边已出现许多忙碌的身影，
还有不远处传来乡亲们的谈话声，仔
细一听，原是他们在分享水稻喜获丰
收的喜悦，时不时还听闻到阵阵爽朗
的笑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原来村
子外边的田园早已沸腾开了。
这时，刚好有一位乡亲扛着锄头
从我对面走来，我连忙和他热情的打
了个招呼：大伯好！开工了？那乡亲
也笑呵呵地答说：是的，在家也睡不着
了，倒不如趁早出去巡视一下田里种
下的作物，等于散散步，松松腰杆哩！
顺着干净平坦的水泥村道，我一边走
一边看到了路旁停靠着好多款式新颖
的小车，看着村道旁刚新安装的绕村
庄一周的太阳能路灯，还有不远处新
建的一座高高的自来水塔,显得格外
醒目耀眼！地面上还呈现着新埋的污
水处理管道，直延伸到家家户户……
我仔细地环视着整个小山村，目
光所及之处干净整洁、村巷井然有序、
楼房错落有致，那一幢幢建筑别致的
小楼房，窗明几净，绿树掩映，我心中
不免感慨良多！过去那个曾经贫穷无
比、残墙破瓦，臭气熏天、夜晚黑咕隆
咚的小山村再也见不到了！
走走停停，我的眼睛被很多新鲜
事物所吸引,不知不觉天边的朝阳已
露出了半边脸儿,随着朝阳的慢慢升
起，此时我心里正想着，乡亲们的日子
过得正如朝阳那般，越来越红火，越来
越幸福了！

很多年后，我们都会情不自禁的想起
这个美好的夜晚。
虽然天公不作美，欲雨的感觉，令我们
无法在海滨栈道并肩夜游。而这一点也不
影响我们的心情。
你从远方来，相聚是我们所期待的。
在城市的清静一隅，在幽柔的灯下，畅
谈别后的心绪。
我们在某种柔顺的氛围里谈诗意人
生，也谈平凡日子，那份畅快愉悦的心情难
以用文字描述。
人生总有许多美好值得珍藏，比如这
个七夕之夜，比如这恬淡的绵长的情谊，比
如你。

纯真
一个人提升自我境界的途径很多。比
如,有人通过读书，有人通过恋爱，有人踏
遍千山万水，有人冥思打坐，也有人因为通
过某个意外事件获得顿悟。
其实，一个人境界的提升，靠的还是心
灵的自觉。
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境界这货，没有
境界的人，照样可以生活得如鱼得水，日子
滋润。
人与人之间太多不同，生活目标不同，
人生路径不同，成长环境不同，追求与趣味
不同，心灵的需求也就千差万别。
注重心灵修炼的人，未必就比没心没
肺的人过得快乐、幸福。
经历了人世间的纷纷扰扰之后，心去
除浮躁变得沉静，在每一个黄昏，在人生的
阳台上，看云卷云舒，潮起潮落，处之泰
然。
只有纯真、纯净最能让心灵感动，犹如
温暖的梦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