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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蔡锷告诉你面对诬告如何才能得救

人生不是乌托邦，这就是
真实的人生。认清了这一点，
会深刻明白：人的一生，是在
不断遭遇问题与解决问题中
度过的。蔡锷郁闷过，消沉过，
受伤过，但他结束离开广西前
的这场“最后的晚餐”时，已经
很坦然了，他问心无愧

“

我忘不了“214”砟场，共和国忘不了铁道兵

关山远

近读蔡锷系列传记，读到一段鲜为人知的史
实：蔡锷在留日回国、任职广西期间，曾遭人密集
诬告。为达到把蔡锷赶出广西之目的，诬告者组织
严密、策划缜密、用心狠毒。时年 28岁、正踌躇满
志要干一番大事业的蔡锷，瞬间坠入深文罗织的
险恶深渊。

诬告，人性之极恶，往往为满足一己之欲，含
沙射影，血口喷人，被诬告者，常常落个遍体鳞伤，
心力交瘁。面对诬告，有人两股战战，从此不敢做
事，消沉遁世；也有人受伤之余，同流合污，以免第
二次被伤害；还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
诬告对诬告，以构陷对构陷，来个鱼死网破。

蔡锷，是如何面对诬告的呢？

一

公元 1910 年夏天，广西桂林，溽热的空气中，
隐隐流淌着一股不安的味道。有人在频繁串联密
谋，眼神狂躁而阴鸷。到了秋天，终于爆发了，控告
者散发传单、张贴文字，给报馆“爆料”，到衙门请
愿，鼓动学生罢课，串通商人罢市……欲加之罪，
若箭雨般，飞向威风凛凛然而沉默寡言的“天之骄
子”蔡锷。

控告蔡锷的罪名有：徇私、庇湘、仇桂、纳贿，
祸害本省，贪婪舞弊……目的就是：驱逐蔡锷出广
西。史称“广西‘驱蔡’风潮”。

蔡锷生于 1882 年，湖南邵阳人，出身贫寒，学
习刻苦，少年即有“神童”之称，13 岁中秀才，15
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结下深厚师生
之谊。1899 年，17岁的蔡锷赴日本学习商科，翌
年回国参加湖南同乡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
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
本，改学军事，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因表现突出，
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
杰”。1904 年，蔡锷毕业回国，成为各方争夺的“海
归”。经深思熟虑，他带着把广西塑造为“中国的普
鲁士”之愿望，来到广西。

在广西，蔡锷先后任多个军中要职，致力于加
强边防建设、培养军事人才，一时间广西军队面貌
一新。1907 年 3月，他筹办的广西陆军小学正式
开学招生，这所学校很有名，此后叱咤风云的李宗
仁、白崇禧、黄绍竑“桂系三巨头”，均是这所学校
的学生。蔡锷在广西的事业，也达到一个巅峰。彼
时的蔡锷，风华正茂，英武逼人，真有“遥想公瑾当
年”之神采。李宗仁当年是蔡锷的“铁粉”，他在《李
宗仁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
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
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
面攀鞍而上。他喜欢用马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
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
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
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
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
布，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够当陆小学生，已经
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
级的队附和队长，已经十分满意。至于像蔡锷那样
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
的……”

被李宗仁等优秀学生仰视为“人中吕布，马中
赤兔”的蔡锷，可见颇受爱戴，为何劈头盖脸给浇
了一身脏水？

广西“驱蔡”风潮的导火索，是广西干部学堂
风潮。据研究蔡锷生平的《蔡锷大传》(谢本书著)、

《护国元勋蔡锷传》(邓江祁著)等著作，广西干部
学堂风潮大致如此：广西是个穷省，养不起一支人
数多的军队，决定将已编成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
旅，这样广西干部学堂第二期培养出来的 170 名
军官，就难以全部安置。身为干部学堂总办的蔡
锷，经广西巡抚魏景桐的批准，拟采用甄别的办
法，考核品行，考试语文，好的留用，差的淘汰。考
核结果：广西籍学生 120人，49人被淘汰；外省籍
学生 57 人(包括湖南籍学生 29 人)，淘汰 12 人
(其中湖南籍学生 6人)。广西学生一看这结果，炸
了，矛头对准蔡锷，开始闹事，各种人身攻击。

蔡锷是存心包庇老乡欺负桂人么？还是看《李
宗仁回忆录》的分析：

“蔡锷原为南宁讲武堂总办。由张鸣岐调来桂
林，任兵备处总办，后又兼任参谋处总办，统率所
有新军及训练新军的机构，权倾一时。但是蔡锷是
湖南人。在逊清末叶，湘人居桂的极多，湖南因为
交通比较方便，一般人——— 尤其是寄居广西的湖
南人的文化水准，平均较广西人为高。这样本已招
广西人的嫉忌；加之他们人多势大，又盘踞要津，
也难免有些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国特有的乡土畛
域之见，遂更易闹事……”
史料记载，广西干部学堂风潮，被同盟会广西

支部组织利用，演变成一场沸沸扬扬的“驱蔡”风
潮。蔡锷不是支持革命吗？怎么同盟会也要赶走
他？原因是：同盟会在广西颇为活跃，锋芒毕露，自
然想拉手握兵权的蔡锷入伙，但蔡锷为人稳重，觉
得时机未成熟，不与同盟会员过多来往，后者一
看：这人不行，要赶走。正好找到机会，便煽风点
火，推波助澜。蔡锷顿时陷入危机之中。

二

今天说起蔡锷，多数人津津乐道其与“侠妓”
小凤仙的风流故事，研究者也多讲蔡锷在辛亥革
命后领导云南新军起义及此后领导护国军起义的
丰功伟绩，广西“驱蔡”风潮，少有人提及。但从史
料中挖掘这一段往事时，不由掩卷长叹：想当年，
年不过三十、正春风得意的蔡锷，是如何度过人生
之一大劫的……

回到 1910 年秋天，诬告者群情汹涌，众口铄
金。碰到这种事，上级官员们往往想的不是“真
相”，而是“稳定”。广西巡抚魏景桐也是湖南人，他
的老家新化，毗邻蔡锷老家邵阳。见蔡锷被攻击得
厉害，魏景桐一看：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撇清关系，
别引火烧身。他急忙在控告蔡锷的材料上作出批
示，答应派员调查蔡锷的“罪状”。

蔡锷性格一向沉稳，但这时也难免有些意志
消沉，如此努力，却遭受驱逐……他在给友人的信
中写道：“唯进取之观念日消，淡退之念头日涨，此
近状也。讲武堂三月卒业后，决拟奉家母回籍，如
能耕钓糊口，不愿作出世想矣。”堂堂“中国士官三
杰”之一，立志救国救民的青年才俊，一时间居然
想种种田钓钓鱼打发余生了，可见诬告对一个人
的打击之大。

但蔡锷假如真的从此“佛系”，那他就不是蔡
锷了。他很快调整好了情绪，恢复斗志。与此同时，
上面也派来了调查组。

当时，广西“驱蔡”风潮传到北京，清廷怕风潮
闹大，不可收拾，就近从广东派了个叫吴锡永的官
员带队赴广西查办。这个吴锡永，后来在抗战期间
当了汉奸，但是，在调查蔡锷一案时，他还是比较
客观公正的。学者谢本书在《蔡锷大传》一书中，引
用了一组此前从未公布的珍贵资料：《前清宣统年
间广西干部学堂风潮始末文件》，共八份，其中包
括吴锡永到广西查办此事后给北京政府的报告，

北京政府的批示及其相关文件。
从这八份文件可以看出，吴锡永实时报告了

调查进展，1910 年 12月 6日，他给北京发了第一
份报告，其中澄清了蔡锷是否庇护老乡的问题：
“此次干部学堂因剔退学生 61 名，本省较外省籍
学生仍占多数。其实该堂新班原有学生 177 人，隶
桂籍 120 人，约居全数三分之二。蔡本湘人，湘生
共 29 名，剔退 6 名，人数似少。然调查该堂学生成
绩及试卷，再三详核，尚无不公之处。惟查表内有
湘籍生宾心亚一名，其品行、国文分数均应剔退，
独算术尚优，而仍留堂。”
吴锡永总结说：“查湘桂联界，湘人寓桂，本多

于他省，探访舆论，蔡总办平日于用人之间，稍重
乡情，似亦在所难免。加以该省素有排斥外籍之
见，遂不惜借端发作，捏砌多款，禀讦蔡锷，欲其必
去。但细查指攻各节，大半诬枉挟嫌，间或事近确
凿，亦均别有理由。现已经魏护抚饬行查明，锡永
复经严密查察，其贪婪舞弊各节，均属类似，并无
实据……”这份报告，基本上为蔡锷洗清了罪名。
在 3 天后的补充报告中，吴锡永写道：带头诬陷蔡
锷的三个家伙，“素不安分”。

1911 年 1月 8日，吴锡永回到广东后，给北
京写了此事调查的总结报告，非常详细，再一次给
蔡锷正名：“所禀蔡锷贪婪舞弊各节，尽皆虚拟无
实。”他还在这份报告中建议，要处罚诬告之人：
“诬蔑他人，若不量予惩罚，则涓涓不塞，将成江
河，军纪何存，乱萌更长……”
史实没有记载诬告者是否得到了惩罚。被诬

告者蔡锷，也到了要离开广西的时候了。

三

清末民初，一省之内常见有“驱 X”风潮，
1919 年 9月，青年毛泽东就在湖南领导了驱除北
洋军阀张敬尧运动。张敬尧系皖系军阀，1918 年，
北洋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张敬
尧督湘后，实行残暴统治，大发横财，引起公愤。一
位湖南人写了副对联：“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
三四，虎豹豺狼。”毛泽东为“驱张”，跑到北京，向
北洋政府递送了《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的请愿
书，大声疾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张敬尧这人确实差劲，“九一八”事变之后，日
军侵占东北，成立了伪满政权，张敬尧投靠伪满，
充当暗探。日军觊觎华北，他做内应，结果被国民
党锄奸队暗杀于北平。

相比之下，蔡锷堪称“完人”。
且不论军事才华，蔡锷素以清廉奉公著称，他

小时候吃够了家境贫寒之苦，但在广西期间，身兼
数职，经他掌握、使用的公款，是个天文数字，但他

廉洁自律，一毫不取。他平时生活极其俭朴，粗
茶淡饭，家里的伙食每日只有几角钱。蔡锷离开
广西时，所有行李仅书籍和随身衣服铺盖各一
担。回到湖南老家，蔡锷将历年的积蓄 300元全
部交给母亲贴补家用。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
道：在家务农的弟弟看到这一点钱，想起哥哥当
这么大的官，“为之哑然失笑”。

在吴锡永的调查报告中，掌握巨款的蔡锷，
“查其历年支用款目，亦均详准，报销核明，咨送
有案……”账目非常清晰，没有一点猫腻。

《蔡锷大传》中还写了这么一个故事：辛亥
革命后，蔡锷率云南新军起义响应，被推举为都
督，成了云南一省最高长官。在邵阳老家务农的
弟弟听说哥哥当了大官，自然大喜，想去看望大
哥，家里没钱，就步行去，整整走了半个月，历经
艰辛，从邵阳走到昆明。蔡锷见到弟弟，大喜，热
情招待在家吃住。但弟弟住下就不想走了，希望
请哥哥在昆明安排一个工作。一省之长，安排一
个工作还不容易？蔡锷却坚决拒绝了。弟弟拿着
哥哥送的 20元钱，伤心地回家了，还是走路回
家……

假设一下，如果蔡锷是贪婪之辈，又如何能
在广西“驱蔡”风潮中全身而退？

蔡锷把原则看得极重。《李宗仁回忆录》上，
记载了李宗仁当年因为到广西陆军小学报到迟
到十分钟而失去了入学资格一事，“那时陆小重
要负责人都是刚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认
真，执法如山。而乡间出来的青年，既无钟表，对
时间的观念自甚模糊。”过了一年，李宗仁才重
新考上陆军小学。

李宗仁的遭遇，并非孤例。邵阳人唐希
抃，蔡锷的正宗老乡，他的父亲曾对蔡锷有
恩，但是当他报考广西陆军小学时，从湘入
桂，在路上耽误了时间，没能赶上考试。他向
蔡锷提出：让我跟班学习吧。蔡锷答道：限于
部章，不能通融。唐希抃也是等了一年，才得
以考试入学。

蔡锷是一位终生能够守住底线的人，能守
住底线的人，又何惧他人诬告？历史上，有无数
诬告与被诬告的记载，人们总是庆幸被诬告者
能够遇到明察秋毫的明君或清官，得以绝处逢
生，化险为夷；更感叹于像唐朝来俊臣这样擅长
栽赃陷害并将之理论化写出《罗织经》一类的奸
佞小人，最终却死于别人的诬告，恶有恶报。但
是，面对诬告，最安全的是：自己能够守住底线。

很多时候，没有人能拯救你——— 除了你自
己。

四

蔡锷离开广西前，特地设宴邀请诬告过他
的几个人吃饭。这不是“鸿门宴”，而是一堂人生
课。

《蔡锷大传》一书写道：席间，蔡锷告诉这几
人：“你们何苦撵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资
格更老。你们太年青，浑身带刺儿，不小心将来
难免于杀身之祸。我在此尚可为你们敷衍，我走
后你们更须自爱，千万不可拔苗助长。”说着从
桌上取过一个大炮筒子，放在他们面前，又说：
“这个送你们作个纪念，成大事的人都要有个修
养，你们念过苏东坡的《留侯论》吗？所谓‘卒然
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们能做到这
一点，当成大事。”

今天读到这一段，怎不感慨万千！
诬告构陷的历史，极其悠久。写下“卒然临

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苏东坡，被人诬

告过。蔡锷尊崇的两位湖南前辈曾国藩、胡林翼
(蔡锷专门辑有《曾胡治兵语录》，影响深远，曾
作为黄埔军校教材)，被人诬告过。与蔡锷同一
时代、情同手足的辛亥革命先驱和领袖黄兴，也
被人诬告过……

人生不是乌托邦，这就是真实的人生。认清
了这一点，会深刻明白：人的一生，是在不断遭
遇问题与解决问题中度过的。蔡锷郁闷过，消沉
过，受伤过，但他结束离开广西前的这场“最后
的晚餐”时，已经很坦然了，他问心无愧：“扪心
自问，兄之对于广西省毫未吃半点冤枉饭，可以
质诸鬼神也。”

离开广西，蔡锷到了云南。他不知道，自己
即将迎来人生大辉煌：先是在辛亥革命爆发 20
天后的 1911 年 10月 30日，蔡锷作为临时总司
令在昆明领导了“重九起义”。跟国内其他部分
省份在辛亥革命后宣布“独立”、清廷巡抚换个
马甲摇身一变民国督军不同的是，云南“重九起
义”战斗之激烈、牺牲之惨烈，被称为仅次于首
义的湖北。“重九起义”成功后，蔡锷被推选为都
督，年仅 29岁！

但这还不是他的最辉煌时刻。4 年后，袁世
凯称帝，蔡锷设计从北京逃脱，辗转回到云南，
他矢志“为四万万人争人格”，领导了护国军起
义，亲自率军入川，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
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精锐的北洋军
血战数月，在蔡锷的咬牙坚持下，各地从观望状
态纷起反袁，而北洋军内部也因为无法一时击
败蔡锷而四分五裂，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旋即
在惊惧中死去。袁世凯死时，蔡锷正率军在四川
前线，消息传来，“三军雀跃，万众欢腾”。蔡锷，
被誉为“护国军神”“再造民国第一人”(孙中山
语)。

只是此时的蔡锷，正在接近生命的终点。他
逃离北京时，已经身患重病，却始终坚持带病作
战，严重透支了生命。在蔡锷的麾下，有一位猛
将，曾这样伤感地写道：“蔡锷的声音越来越弱，
两眼却依然炯炯有光，军服穿在他那瘦骨嶙峋
的身上，就像寿衣一样。”这位猛将，名叫朱德，
他在《朱德自述》中多次深情提及蔡锷，一生都
视蔡锷为良师益友。

蔡锷病逝后，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
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
人”。

五

仅仅活了 34 年的蔡锷，却活得如此精彩，
犹如一颗流星，璀璨划过历史的天空。

许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想起“驱蔡”
风潮，感叹道：

“在广西各界的胁迫之下，蔡锷终于被迫
离桂赴滇，谁知这一调动对蔡氏正是塞翁失
马。因为云南政治局面比较单纯，蔡氏很快地
便脱颖而出，到辛亥革命时被举为云南都督。

后来又因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滇军将校都是蔡
氏的旧属或学生，使滇军成为蔡氏的子弟兵。

袁世凯称帝时，蔡氏微服出京到云南，振臂一
呼而全国景从。袁氏被迫取消帝制，蔡氏竟因
云南起义的首功，获再造民国的盛誉。如其留
在广西，蔡锷或不致如是功业彪炳而名垂青史
吧。”
是的，人生即使百年，也属短暂，何必纠结

于一时一地一事？还是像蔡锷这样，做一个能守
住底线又能超脱嗔念的人最好，追求“卒然临之
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之人生大境界！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
这支成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上世纪 80 年代初撤去编制的
部队，虽然只走了 30 多年的
征程，却是一支“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英雄部队

“

钩钩沉沉

吴聚云

在解放军序列里，曾有过一个兵种——— 中国
人民解放军铁道兵！这支成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上世纪 80 年代初撤去编制的部队，虽然只走了
30多年的征程，却是一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部队，是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中的钢铁长城，是和
平建设年代在祖国大地遍布铁路网的神勇奇兵。

外出旅行，坐在飞驶的通辽至霍林河的列车
上，刚过白音胡硕站，眼前突然一亮：远远望到西
边被削掉一半的山头——— 这不是我和战友们曾经
战斗过的“214”砟场吗？

我曾在铁道兵部队服役 13 年，在“214”砟场
的一段亲身经历，令我始终难以忘怀，也从中见证
了铁道兵指战员不畏艰艰险、以苦为荣、敢打必胜、
勇创一流的冲天豪情。

1981 年初，我被任命为原铁道兵八师 38团
二营五连政治指导员。

五连驻扎在内蒙古科右中旗的西北部通霍线
西面的山坡下，全连干部战士 264 人，是全师人数
最多的连队，光伤病残战士就有 10 多个。连队的
任务是生产专门供通霍线全线铺路的道砟，从开
山采石到粉碎成合格的道砟，一整套工序都由五
连完成。

白天，施工现场的山头上炮声隆隆，被战士们
炸出的巨石像瀑布一样纷纷流落在半山腰。运载
石块的斗车如穿梭般来来往往。4 台碎石机日夜
运转，被粉碎成道砟的石块，经过筛选过滤，流进
巨大的储砟箱，然后被装进火车，撒撒向整个线路。

这里离通辽市 214 公里，所以被称为“214 砟
场”。这里也俨然像个大工厂，干部战士分成 4 个
工班，昼夜不停地施工。连队除指导员和连长外，
还配备两个副连长，一个副指导员。指导员负责连

队的全面工作，在连部坐镇；连长除负责全连的施
工任务外，还要带一个工班；两位副连长和一位副
指导员各带一个工班。

每年的 11月至下一年的 3月，因天气异常严
寒，大雪封山，全连除白天施工外，主要进行整训
学习和机械保养，这也是干部战士集中探家的时
期。4 月至 10 月份，是紧张的施工阶段，连队的奋
斗目标是每月生产 10000 立方道砟，以确保通霍
线铺路之用。

这里属寒区，气候恶劣，春天姗姗来迟，夏季
凉爽短促，秋季一晃而过。8月下旬，就要穿上棉
衣了。除了夏季外，风相当大，经常刮得飞沙走石。
冬季如遇到大雪封山，连人也难以走出营房。

施工相当艰苦，特别是初春和晚秋。一个工班
施工结束，从工地上走下来的干部战士，个个灰尘
满面，分不清张三李四，只有偶尔一笑，才露出更
显雪白的牙齿。

正因为环境恶劣，施工艰苦，伤残战友又多，
不少战士流露出厌倦的情绪。连队除按上级党委
要求，上好政治课，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外，为
确保每个月万方道砟任务的顺利完成，结合连队
的实际，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连队里，有不少英雄人物，英雄事迹。
牛桂林，出生在著名的水浒之乡——— 山东郓

城县，身材魁梧，性格豪爽，颇具“梁山好汉”之风
范。自 1971 年入伍后，一直积极施工，勇挑重担。
修建襄渝线时，他和战友及民兵正在红岩隧道紧
张施工，突然遭遇隧道塌方，一块巨石即将落下
时，他奋力推开战友和民兵，自己的左腿却被巨石
砸得粉碎，右腿也多处骨折。送到医院后，医生只
好将他的左腿高位截肢，右腿打石膏固定。截肢
时，他强忍疼痛，任凭豆大的汗珠往下滴落，却一
声不吭。

牛桂林奋不顾身救战友，救民兵，荣立二等
功。他的事迹被《铁道兵》报做了长篇报道，他当时
所在的 39团党委号召全团指战员向牛桂林学习。

于际忠，在奋不顾身排除哑炮时被炸瞎右眼，
左眼也几近失明。

作为连队领导，决不能让负伤英雄长期滞留
在部队，流血又流泪，让其他战友看着寒心。连队
根据他俩的伤残发展状况请师医院和团卫生队医
生为他们重新进行了鉴定。部队军医建议为他们
申报一级残废等级。残废证下发后，我两次到他们
家乡和当地民政局领导商谈复员安置之事。两位
一级残废战士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大家都很高兴。

一位战士上进心强，探家时和女朋友还没谈
好婚姻事宜，就匆忙提前 3 天归队，女方心中有
气，想解除婚约，害得其父母叫苦不迭，将事情反
映到连队。我赶快给女方写了一封信，好言相劝，
并将该战士积极上进的表现向女方做了介绍，婚
事才得以挽回。

我向大家反复讲明：我们参军入伍的几年时

间里，无法在家孝敬父母，短暂的探亲假，要尽
情孝敬父母；已结婚的和爱人好好团聚，没有订
婚的抓紧时间找对象，把探亲的时间用足，用
好。如果因为找对象或父母身体不好需要延假
几天，连队完全可以照顾。我们不提倡提前归
队。你提前归队干什么？连队又没安排你其他任
务。当然，也不允许无故不按时归队。谁如果无
故超假，按部队条令进行处理。连队重点表彰了
按时归队的战士，因为你没影响部队施工，在家
又孝敬了父母，归队后思想轻松。

春节过后，探亲的战士全部按时归队，且心
情舒畅，施工中干劲十足。不少战士说：以前连
队总是表扬提前归队的战士，为了受表扬，就匆
忙提前归队，惹得老人埋怨，归队后还牵挂家
中。现在连队提倡按时归队，我们可高兴了。
施工虽然艰苦，也必须按时出操。连队每天

出 3 次操：上下午班的早晨出操，上小夜班的上
午 9 点出操，上大夜班和上午班的下午 4 点出
操。

部队当时没有电视机，文艺生活单调，连队
的文体活动因此很受欢迎。虽然五连是全师的
重点连队，师、团为连队放电影较多，仍不能满
足战士的需求。后来想了一招，干脆向科右中旗
电影院租借影片。一段时间后，和电影院关系熟
了，什么好影片都能借到，而且不收租金。

每场电影都要放映两次。晚饭后放电影时，
上小夜班(晚上 6 点上班)的不能看，就在第二
天的上午 9：30出操后再为他们放映。

连队专门定做了两副高标准的篮球架和 4
个乒乓球桌，方便了干部战士的体育锻炼。

每年还定期举办 4场歌咏比赛；每逢重大
节日，则举行战士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并评比
发奖。

别看我们的战士施工时满身灰尘，像个泥
人，等到出操时，上政治课时，赛歌会演时，换上
崭新、整洁的军装，个个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帅
得很。

施工任务重，战士体力消耗大，连队便发动
全班在营房驻地开荒种菜，改善伙食。

说起种菜的土地，还真得感谢蒙古族兄弟。
我们将驻地村庄(蒙古包)的两名干部请到连
部，商议菜地事宜。他们爽快地将 20多亩草地
交付连队种菜，还送来了马粪、牛粪。

战士们种菜的积极性很高，夏、秋两季蔬菜
基本能够自给。猪也养得又肥又壮，每次会餐，
都要杀头肥猪。

全连指战员为了使通霍线早日通车，施工
中以苦为荣，勇争一流，每年的 4 至 10 月份，每
月都完成万方以上的道砟生产任务。

1982 年春节，我们过了一个热闹非凡的新
春佳节。召开春节联欢会时，大家载歌载舞，说
唱逗笑，各显身手。春节那天早晨，连队干部到
各班排祝贺新年，发现各班门口贴的全是自己
编写的春联，如：

科尔沁草原飞沙扬雪，

铁道兵战士战风斗寒。
回忆那时的部队生活和“214 砟场”热火朝

天的施工场面，真是令人感慨万分。官兵一致同
甘苦，干战齐心创万方。团政委胡佳钿在五连蹲
点 10多天，和大家同吃同住，不搞一点特殊。胡
政委患有胃病，有时痛得用手捂着胃部，炊事班
想给他煮碗面条，都被他婉言拒绝……我至今
仍和连队的一些战友保持着联系。河南许昌的
10多位战友，曾驱车数百公里，到老家看望我。
大家见面时非常激动，说了一夜的话，分手时仍
依依不舍。有了微信，战友的联系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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