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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走上从军路

□

杨
祚
华

穿上一身绿军装，头顶闪闪的红
五星，领上挂着两片红领章，扎着一
根朱红腰带，背着一支铮亮的钢枪，
昂首阔步走在行进的队伍中，那是多
么神圣威武！从小在影视中领略的
军人风采，深深潜入我未来的憧憬
中，满怀期待穿上军装的那一天！

那年当我走出校门，便认准了从
军这条道路。经过严格的征兵体检
和政审，1981 年的初冬时节，我终于
如愿以偿穿上了绿军装，挥泪告别家
乡父老，第一次乘坐绿皮火车，踏上
了远方的征程，走进了充满青春激情
的军营。从此，我生命的旅程烙上了
军人的色彩。

背上捆着十字方格的背包，跨进
一张张陌生脸庞的新兵连，同来自四
面八方的青年人，唱着那首亲切的《战
友之歌》，与战友们同学习同锻炼。年
轻排长颇具哲理的谆谆教诲，让我们
扬起了理想的风帆：你们新兵犹如一
张宣纸，要在青春美好的年华里，描绘
出绚烂多彩的画卷。在军营这个大熔
炉里，大到军事训练，小到说话、走路、
吃饭、睡觉，你们都得从头学起，这将
是你们青春不悔的人生！

第二天早晨，一阵悠长的哨音响

起，连长下达口令集合，这哨音就是
一道命令! 从此以后，无论是来自偏
远农村还是条件优越的城镇新兵，一
改过去在家的慵懒习惯，从普通百姓
转变为一个军人，在浴火凤凰般的锻
炼中逐步成长。

新兵们初到连队一周，仿佛远方
来的贵客，连长和指导员笑脸相迎，
和蔼可亲。组织集中学习，安抚我们
离别的愁绪，一日生活不紧不慢，但
从第二周开始，情况悄然发生了变
化，学习、训练以至于睡觉骤然紧张
起来。初冬微寒的凌晨，淡淡的云雾
弥漫，营房门口的路灯，透出朦胧的
光亮。一阵“哔哔”的起床哨忽地响
起，唤醒了沉睡中的新兵。连队一百
多人踏着整齐的步伐，喊着洪亮的口
令：“一、二、三、四！”迎来了黎明时的
第一缕晨光。长长的队伍跑步出城
里，沿城郊区一路小跑，一个小时候
后回到营区，待洗漱完毕，早饭后即
进行上午的队列训练。在训练场上，
排长那伟岸的身姿，做着齐步、正步、
跑步的动作示范，以标准的挺胸抬头
收腹提臀的动作，以《队列条例》示教
每个新兵，并逐个细细加以纠正，直
至反复做到规范为止。一天训练下

来，新兵们腿脚酸痛，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酸痛悄然不见了。

整理内务是一大课题。整理内
务即是折叠被子、铺床单。新兵们在
家习惯了早晨起床，双脚一蹬，被子
裹成一团就完事。在部队可不行，须
得把被子折叠方方正正，轮廓分明，
床单铺得整整齐齐，不见一丝褶皱，
在被子上方放置一顶军帽，在雪白的
床单中间搁一根腰带。战士们每天
利用一两个小时，不厌其烦地训练折
叠被子、铺床单，一次次叠好铺好打
散又重来，既训练动作，又讲求效果，
这让当兵的人受益终生。

在新兵连半月后的一天，新兵开
始佩戴帽徽领章，这是我们人生中最
高兴的日子。新兵们一扫每天训练
的疲乏，一个个露出欣喜的笑脸，双
手捧着闪闪发光的帽徽和领章，心情
无比激动。回到班里，把一枚鲜艳的
红五星别在军帽上，用一根小针牵着
一丝丝蓝线，将两片鲜红的领章缝缀
在衣领上。然后摸出雪亮的小圆镜，
细细端详这青春亮丽的戎装，感觉十
分威武，特别帅气。中午休息时，我
们到县城附近的照相馆，摄下一张身
穿戎装的靓影，和着那份愉悦的心
境，一同寄给远方的父母和恋人，抚
慰他们日夜的期盼。

新兵思念家乡。尽管每天忙于
训练和学习，那颗心仍然沉隐在家乡
的血脉亲情里，休息时便是写家信的
时候。当一封封信件寄出后，便是等

待家书的日子，唯有收到一封捎来亲
情的家书，方能告慰那颗漂泊在远方
的心灵，当真是“家书抵万金”呐！每
当训练小憩时，连里通讯员拿着一沓
信件，新兵们蜂拥而至，围着他收取
自己的家书。有一个新兵的信里，寄
来女朋友的一帧玉照，他笑得合不拢
嘴，新兵们笑着追着要分享。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还挣扎
在温饱线上，新兵大多来自农村，部队
上一日三餐生活有保障。一天吃午
饭，甑子蒸煮的大米饭，飘香的芹菜炒
肉丝，新兵们吃了一碗又一碗。本是
准备了一个连三个排的饭菜，因一个
排在外面执行勤务未归，两个排的人
秋风扫落叶般地吃完了。司务长被惊
吓得不知所措，连长非但没生气，而是
张开笑脸说：他们肚里没油水，让他们
都吃饱，好好训练！到了元旦节，连里
宰杀了一头大肥猪，以班为单位，鸡鱼
鸭肉、蒸肉、炒肉、炒猪肝，摆了满满一
大桌，新兵们吃得嘴角流油。

新兵连里的紧急集合，让人记忆
犹新。那“哔哔哔”的紧急集合骤然
响起！一个个翻身起床，隐隐约约的
军营里，只有外面路灯微弱的光亮，
透过两扇玻璃窗映照进来。在“窸窸
窣窣”的穿衣服和打背包声中，不时
传来低微的嘟嚷声：我的帽子哪去
了？我的鞋子不见了？连长在外面
集合清点人数，指导员一个个查验背
包。大多数新兵在规定时间内，穿戴
好衣服，打好背包，参加集合。但有

几个兵就闹了笑话：有打简易背包
的，有没来得及打背包，有在怀里抱
着背包跑步来集合的；有帽子没戴端
正的，有斜扣衣服扣子的；更有从贵
州毕节山区征来的一个娃娃脸新兵，
把一条裤子前后穿反了，惹得全连的
官兵哈哈大笑。从此，以后的多个晚
上，不定时进行两三次紧急集合。一
次次紧急集合训练，新兵们日渐适应
了部队的紧张生活。

端着刺刀闪亮的步枪，冲锋陷
阵，那是儿时的小伙伴们做游戏打
仗。穿上军装一月余，感觉日复一日
的训练枯燥，那天学习枪支瞄准射
击，兀地激发了新兵们的训练热情。
连长一番讲解示范，卸枪、装枪、卧姿
装子弹，举枪瞄准，扣动扳机射击。
大多数新兵瞄得准，不多会就能瞄到
靶子上，但有两个新兵眨巴着左眼，
就是闭不上，左瞄右瞄都瞄不准，那
就不停地练嘛！三两个小时趴在地
上练吧！待半月后实弹射击，一声射
击口令下达，一阵阵清脆的枪声响
起，飘起一股刺鼻的硝烟。待打靶结
束，听报靶员高声报靶，再看那被打
得如筛子般的胸环靶，连长那板着严
肃的脸略带微笑，操着一口浓重的成
都郊县口音：打得好的吃肉，两个打
光头的吃菜！

新兵半年集训结束，戍边西藏雪
域高原。老部队固然军纪严明，但比
起新兵连的训练强度小多了。难忘
的是那次野营拉练。一个夏日的午

后，我们背着枪支弹药和背包，跟随
团里的大部队，抵达雅鲁藏布江边已
是傍晚。看到夜幕中的江水奔腾不
息，部队沿江边的一条小路成单列行
进，天已暗黑下来，看不清前后左右
的景物，只能依稀看到前面的人的背
影，稍有不慎就要可能掉进雅鲁藏布
江里。此时，天上细雨霏霏，后来雨
越下越大，淋湿了衣服和背包。到达
一个平缓地带，已是凌晨时分，方才
搭建帐篷宿营，烘烤衣服和背包。待
吃过一碗面条，又到团里轮流站岗放
哨两小时，那晚上只眯了一会儿。第
二天早晨，天刚麻麻亮，一阵集合号
响起，又整装出发。部队下午返回
时，雨后寂静的山野，天空架起绚丽
的彩虹，空气格外清爽，明丽的太阳
照在前面的一座山上，让人的心情有
了几分愉悦。不曾想，突然传来了口
令：前面出现了“敌情”，部队快速前
进，抢占山上的阵地！战士们陡然惊
觉起来，只听到脚下“咚咚”的跑步
声，一发发炮弹在头顶上呼啸掠过，
落在对面山上轰然爆炸，腾起一道道
强烈的火焰，连接着昏暗的天空。战
士们气喘吁吁地攀爬在山上，半小时
后占领了无名高地。

生在和平时代，一生没打过仗。
这次野营拉练，设想的“假想敌”，让
我们闻到了战争的硝烟，每个战士有
了切身体验，部队经受了实弹演习锻
炼，才能更好地戍边卫国，成为祖国
一道坚强的屏障!

平坝的人说，“我们走步路都比大
山里的人要省力些”，所以我为自己生
活在平坝而暗自庆幸。

其实我住的地方并不算平坝，是典
型高低不平的丘陵。可在我们眼里，离
我们不远但也不近，海拔1000多米绵延
起伏的白杨山，也算是高大、雄峻、巍
峨。所以我们把白杨山上居住的人称
为山上的人，而他们把我们称为坝子里
的人。山里姑娘找婆家，坝里男孩就多
了一个优越条件，而山上的小伙子很难
找到坝子里的老婆。我妈就很幸运，嫁
到了坝子里，却苦了我们去外婆家，至
今，小时侯去外婆家的艰辛经历还刻骨
铭心。

小时候，外婆的好和那些我们家没
有的吃食，其实对我们几姊妹是有诱惑
力的。因为山上地广人稀，勤奋的山民
种地多，每年收获的各类粮食比我们坝
子里多，还有许多诱人的果树，所以外婆
家的吃食总比我家丰富。我们一年到头
去外婆家的次数是有限的，所以一旦去
了，外婆会倾尽所有，把好吃的全翻出来
招待我们，尽管如此我们每次去还是有

很大的畏难情绪。
去外婆家，要走一个小时的土公路

后开始爬坡，长长的一段缓坡，已经够
我们喘气的了。从罗昌湾坡度开始增
大，有些地段的路很窄，向上望，看不到
山顶，向下是万丈悬崖。我和弟妹都走
得胆战心惊，吓得直叫唤，妈妈叫我们
别看下面，眼睛盯着路的前方，就不会
害怕。拉着妈妈的手，照妈妈说的做，
果然心平缓了些。持续的陡坡路，凹凸
不平的路面，让我们走得实在是艰难，
走一段就想歇一阵。为了赶时间，爸妈
连哄带骗，省去了不少歇脚的时间。尽
管如此，走到外婆家，也足足用了4个多
小时。

进入山林，松林里见不到一户人
家，路上见不到一个行人，整个树林浓
荫蔽天，显得很幽深寂静。通往山林深
处的小路幽长望不到头，偶尔传来一声
鸟鸣，或者窜出一只野兔，也会吓得我
们尖叫。松林里的幽静使我们毛骨悚
然，让出门都能见到人的我们，还真有
些紧张，那些冷不防就刺伤你的荆棘，
也让人生厌。

后来，我们便不太愿意去了，但年
节时，不去给外婆拜年，是有些说不过
去的，爸妈只得软硬兼施，最后拿出几
块钱作为脚步费，我们才勉强前往。我
亲眼见生活在白杨山上的舅舅、舅妈，
从天微微亮就出门去地里干活，要天黑
尽了才能回家，还要准备上中午在地里
吃的饭食。因为山高路远、爬坡蹚沟来
去就要花费好多时间，为了农活的进度，
时常是上山就是一整天。要上街赶集，
挑着沉重的担子，打着火把出门，再换回
一挑，披着星月回家，是常有的经历。有
言道：山性使人塞。可谁曾知道，能够通
达山外，是多少辈山里人的渴盼。那蜿
蜒曲折起伏跌宕的山路，蛰伏了舅舅及
山里人的童年甚至一生。而扁担承担了
连接山里山外的重任，沉重的扁担、陡
峭的山路，让他们走得颤颤巍巍，满身
疲惫……

多年后的春节，回到老家，再次
去看望舅舅，心里一想到那又远又陡的
山路，不免忐忑。舅舅电话里告诉我
们，可以将车开到家门口，虽然怀疑，还
是宽心不少。

车驶过白杨乡政府，进入坡路，我
们两眼紧盯前方，心中在打着鼓，全部
心思都放在曾经凹凸崎岖的小路上，不
错，光滑的路面一路畅通，S路虽然多了
些弯道，但总算一路向白杨山延伸。

一路沿山盘旋而上，阳光透过树
梢洒满水泥路，路与天相连。

树林在安静中透着明亮，泛白的

公路温柔地在树林中蜿蜒，偶尔传来
几声欢快的鸟鸣。路边的丛林中，那
些草，还有花在和风中摇曳，在阳光
中恣意地绿着。明亮的路不再让人生
怕，雾霭飘过，如舞女的长袖让我心
旷神怡。我急叫停车，走出车门，融
入绿意盎然的青色中。眺望着山下起
伏的小丘，葱绿的田园，还有那变了
样的房舍，全都成了幸福的模样。回
望飘带似的水泥路绕山而下，连接山
上山下，中国梦就随着这飘带飘进了
大山深处。曾经，趴在地上那幽静小
道上的泥泞脚印，总也看不到尽头；
现在，灰白的水泥倾泻在小路上，覆
盖了泥泞的脚印，抚平了乡间的小
路，也覆盖了看不到的尽头。

到了舅舅家，发现曾有七八家人的
小村子，就剩舅舅一家人，其他人都搬
到坝子里去了，或者在大城市买了房。
我好奇地问舅舅：“这里就剩下你们一
家人也给你们把路修到家？”舅舅自豪
地说：“是啊！我们下面还有几家人，主
路是通往那几家的，这段路就是专为我
家修的。”舅舅看着那段通往他家的支
路，感叹道：“也只有现在的国家、现在
的社会，我们才会享有这种待遇。现在
上街我们也可以坐车了，东西也不再用
肩挑了，我这辈子知足了。”

听说，政府正拟建“白杨坪森林康
养基地”，沉寂多年的白杨山越来越具
有魅力。相信这里的树会更多，山会更
青，路会更宽。

山路
□曹藜

如果可以思念
便可除却内心深深的牵绊
借玉泉作墨
用高山作砚
扯下一片新叶
当作思念的纸船

如果可以思念
寻你遗失的一根青丝作线
拴着你心迹那端
嗅着被风吹淡的馨香
俯耳听你温柔的缠绵
无需打扰就在梦里相见

如果可以思念
就让我匍匐千里也并不遥远
环绕雪域最美的经幡
用我炽热的爱火
熔化你尘封前世的经卷

如果可以思念
就让我把你刻在心间
即使不能相守
至少可以拥着你的名字入眠

如果可以思念

就让我把思念种在菩提树下
长成一颗菩提子吧
你便是天山上最美的雪莲

州河柳丝

浅夏的风，轻轻地
吹落西山的晚霞
堤岸的柳，柔柔地
飘逸着轻盈的秀发

老屋前的磨盘
悄悄地
磨满岁月的沧桑
州河水呵，静静地
嵌满岸上大厦的灯花

那弯温柔的蓝月
抚摸着岸畔沉寂的长廊
带上星星
与柳眉来一次深情的对话

那无边的禅道
是我今生无奈的离殇
只为这苦渡众生的修行
别了尘世繁华
别了这州河岸边的烟柳
别了我心爱的婀娜

如果可以思念（外一首）

□九思

序号

1

地块编号

达川区511602-2018-31号

土地位置

达川商贸物流园区E4-8地块内

土地出让面积(㎡）

8291.29
（折合12.44亩）

土地用途

批发零售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F≤1.5

建筑密度

B≤45%

绿地率

G≥15%

建筑限高

HL≤12米（局部18米）

其他规划指标

详见达川规通字【2018】25号

出让年限

40年

宗地挂牌起价

2620万元

增价幅度

10万元或10万元
的整倍数

竞买保证金
（万元人民币）

780

经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批准，达州市达川区自然资源局(出让人)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达川区511602-2018-31号地块（第二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受出让人委托对以上地块组织挂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DSTD(G)[2019]4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但法律法规或出让文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三、申请参加本公告多宗土地竞买的，竞买保证金须按
竞买宗地对应金额足额缴纳。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政府设有底
价，采用增价挂牌方式竞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不低于政府底价）。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实行网上报名，

竞买申请人须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
www.dzggzy.cn）查阅网上操作指南，完成用户注册、网上
报名等。

已完成用户注册的竞买申请人须在2019年12月9日
17：00 之前经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www.
dzggzy.cn）通过系统提交竞买申请。通过指定账户缴纳竞
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9日17：00。

已提交申请的竞买申请人须在 2019 年 11 月 28 日
8：30之前（若挂牌报价期间报名，则须在提交竞买申请次
日8：30分前）的工作时间将竞买申请文件原件现场提交至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5室，未按时提交原件的
视为自行放弃竞买资格。

通过竞买资格审查的竞买申请人须在2019年12月11
日10：00前自行通过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
www.dzggzy.cn）打印竞买资格确认书并带到挂牌现场。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会定于 2019 年 12
月11日10：00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开标2厅举
行。

挂牌报价时间为：2019 年 11 月 28 日 9：00 至 2019 年
12月11日10：00止的工作时间。

七、凡参与竞买的申请人须对本出让公告、出让文件、
宗地详情全面了解、完全接受、不持异议，须有一次或一次
以上的报价，报价规则详见挂牌出让须知。本次挂牌出让

不接受邮寄竞买申请。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挂牌出让文件

可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 http：//www.dzggzy.cn
下载），并以挂牌出让文件中各相关职能部门或主管单位出
具的文书为准。公告发布后可能出现延期、中止、终止等变
更情况，为保障各竞买人顺利参加本次挂牌活动，敬请各竞
买人在交易开始前随时关注查阅相关公告信息。

九、其它需要公告事项
1、本次挂牌出让实行全程电子化挂牌交易，具体操作

见《土地竞买人操作指南》。
2、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

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十、竞买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
工商银行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达州市分行海棠湾支

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建设银行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荷

叶支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农业银行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达州通川支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十一、联系方式
出让人：达州市达川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兴盛东街660号
联系电话：0818-3109058
挂牌人：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金兰路永祥街68号
联系电话：0818-2183355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19年11月8日

因工程建设需要，经研究，拟通过公
开方式选聘达州市中心城区垃圾中转站
及公厕建设项目垃圾中转站设备、中心广
场生物降解设备的生产厂家。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服务机构的相关要求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

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最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纪记录。

二、报名方式
请有意参加本次选聘活动的生产厂

家自行联系本公司领取选聘资料，并按要
求提交资料。

三、报名时间
2019年11月8日-2019年11月12日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元川
电话：0818-2371431
地址：西外红星美凯龙1-2幢906号

四川省江龙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8日

选聘公告减资公告
我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定将注

册资本从1600万元减到200万元。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公司申报。

特此公告
四川粟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6日

受达州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委托，通过公
开方式竞选《中国石油四川达州销售分公司二马路生活
区项目》施工企业。

现将有关公告如下：
一、竞选施工企业的相关要求
1、具备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
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2、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纪记录。
二、报名方式

1、请有意参加竞选活动的施工企业自行联系我司
领取招标文件，并按要求提交资料。

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800元，售后不退。
三、报名时间
2019年11月8日9时至2019年11月12日17时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先生、唐先生
联系电话：18034725678、18111387999
地址：达州市通川区白塔路质监小区家属院9单元

4楼1号
四川川咨建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1月8日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