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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来，我参加过许多次会
议，大部分会议都是在专门的会议
室开的。会议室里干净整齐，条件
好的可以实现“冬暖夏凉”，然而开
会的场景几乎千篇一律，真正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很多。今年
10 月份以来，我积极响应洛南县三
要镇党委、政府的号召，在做好相关
防疫工作的前提下组织召开了多场
别开生面的院落会，这些会议让我
每次都有一定的收获，也让我进一
步认识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的重要性。

三要镇永坪村和杨村是我联系
包抓的两个村，我的院落会首先从
这两个村开始。在开会之前，我对
院落会的效果只做了一般的预估。
根据以往的认识，当地群众一般不
喜欢开会，参与度可能不是很高，但
11月 1日在杨村召开的院落会让我
改变了之前的看法。

那一天傍晚，天气已经有些冷
了，村上干部却召集到 30 多名群
众来开会，对我来说这算是规模较
大的院落会了。我清了清嗓子，开
始主持这样一场与群众近距离交
流的会议。刚开始，大家的态度很
一般，在我给大家讲了院落会的必
要性之后才有所转变。我说：“院
落会就是要把党的各类惠民政策
送到群众家门口，把镇党委、政府干的各项工作让群众有个基本
的了解，把镇村干部的精气神展现给大家，让大家感受我们的热
情，支持我们的工作，配合我们的行动。”在场的群众对我这些话
表示赞同，有的人从漫不经心变得聚精会神，与会群众态度的转
变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后来，我在永坪村陆续组织召开了多次院落会，沙盘组的群众
善于提问，后坪组的群众喜欢探讨，瓦沟组的群众勤于思考……8
个组的群众各有特点，但都能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下和我们面
对面交流，甚至还有像沙盘组何卫平那样积极的村民主动邀请我
去他家召开院落会。他说他提前把水都烧开了，小板凳也摆好了，
人也吆喝得差不多了，就等着村上“四支队伍”的同志去开会了。
面对群众这样的热情，我想以后每次开会一定要精心组织、认真筹
备，这样的会议形式看似随便，但目的是明确的，内容是认真的，影
响是潜移默化的。

往后的天气将越来越冷，但我想院落会还是要坚持开，晚上冷
了可以中午开，下雪了可以围着火炉开，和群众熟悉之后还可以坐
在炕头开。至于开到什么时候，我想这和我们本身为人民服务的
工作一样，是永无止境的，是需要我们久久为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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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南县城西北方向约 5公里的地方，有一条小山沟名
叫浦沟。浦沟口有一个村子叫皂角铺，据说古层峰驿就
设在这里。

近日，我随友人去浦沟探秘。从浦沟口进入山谷，
农家越来越少，山势随之陡峭，两边的山坡向中间收缩，
山谷变得狭窄。到达最后一个村庄，通村公路到了尽
头，村外山下建有一座小庙，名曰“龙王庙”，离河甚远，
不会出现大水冲了龙王庙一说。才走几十米远，便得一
潭，筑坝拦水作为饮用水的水源地。潭后又有一潭，此
潭天然而成，两岸峭壁高千尺，如同刀削一般，从石头缝
里长出些榔榆树，紧紧贴在崖壁上。前方一块巨石夹在
两岸峭壁间，石高两米多，被崖壁死死卡住，石后河沙淤
积，水流从缝隙间流出。间隔三五米宽的峭壁围成一个
狭长的水潭，长十余米，宽一两米，潭水清澈，潭底游鱼
碎石尽收眼底。

从潭边石阶上山，不一会儿又来到河边，岸上几块大
石头被河水打磨得光溜溜的，我躺在上面，沐浴着阳光，
耳旁传来淙淙水声，闭了眼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

这段河谷被河水冲刷得只剩下岩石了，水流在几阶
岩石里欢快地流淌着，几个小水潭串在一起，水流所经之
处闪着金光。沟中有一种黄色的石头，水流其上，阳光一
照，金光闪闪，几个小瀑布连在一起，就叫它珍珠瀑布吧。

沿着杂草丛生的河边小路行百十米远，远远地听到哗
哗水声，友人告诉我们，前面有个大瀑布，让我们去看看。

到瀑布前要穿过一段乱石堆。河道怎么会有乱石堆
呢？抬眼望去，山上有一处塌方，大量的石头从山上滚落
下来，堵在河道里。过乱石堆，眼前一亮，一股白色水流
从五六米高的石壁上滑落下来，注入下方水潭，水潭只有
几平方米大，潭边浅水处数十条黑油油的鱼儿聚在一起，
见有人来四下游去，没入深水中，水上漂浮着刚刚从树上
落下的叶子。

过了瀑布，河谷变宽了。谷中山核桃树叶落尽，
深草枯黄，周围亮堂堂的，如果是夏天，林密草盛，根
本进不来，而今打山货的人把路上的荆棘砍掉，走过
的痕迹很明显。

这么多山核桃树，总能捡到山核桃吧？在草丛里
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核桃。路边的野果挺多，见一树

“山楂”，摘到手上一看却不是山楂，毛茸茸的软果上像
撒上了一层防潮糖粉，从果实蒂处冒出浓稠的白浆。
还有一种果子，和米粒差不多大小，黑黑的，像是挂在
树上的黑珍珠。

再往前走，树木高大，同伴在树下捡到山核桃，大小
不一，椭圆体形，一头带尖，表皮粗糙，纹理清晰，能当文
玩之物。忽然从林中走来一位老人，扛着大袋子，老人

先发话：“你们来这里做啥？打杨桃？”接下来我们问：
“袋里装的啥？”“杨桃。”“一袋多重啊？”“七八十斤。”“山
上还有吗？”“多的是，就是路不好走。”“咋卖的？”“两块
钱一斤。”“慢点走啊！”“没事。”老人扛着袋子没停下来，
边走边和我们说话。他有六十岁的样子，身材瘦小，走
起路来稳稳当当。

目送老人离开，我们在林中小憩片刻，往回走。走了
一会儿，伙伴说：“老人咋走那么快？”话音未落，听见老人
说：“我在这儿。”老人在摘路边的杨桃。“我们刚来的时候
怎么没发现呢？”“你们忙着走路了。”老人说，“你们来摘
吧，我不要了，再摘就扛不动了。”

老人走后，我们每人摘了十斤多杨桃。回家的路上，
再没见到老人。

浦 沟 探 秘
蔡红旗

改革开放初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早已烟消云
散，但对于亲身经历过那场战火的老兵何小朝来说，却终
生难以忘怀。每当回忆往事，他总是情绪激动，颇多感慨。

从小立下英雄志从小立下英雄志

1965 年 10 月，何小朝出生在洛南县麻坪镇峪口村一
个普通的农家，自从上学以后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他
童年的记忆里，《英雄儿女》中的王成是他最崇拜的英雄人
物。8岁那年，他当了小班长，课后经常给同学们讲勇斗坏
人的刘文学、无私无畏的向秀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
刘胡兰，还有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的故事。
那时他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了一粒种子：长大后要像这些
英雄人物那样，保护集体财产，保卫祖国河山。

由于家庭贫困，初中毕业以后，他就回家务农，随即参
加了基干民兵队，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军事训练。1984 年
10 月，18 岁的他听到征兵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准备报名
参军。当时父母年迈，弟弟年幼，家中正缺劳力，如果留在
父母身边，既可以孝顺双亲，也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善家
中的生活状况，可他觉得好男儿志在四方，一定要去当
兵。父母是开明的，自然满足了他的心愿。

1985 年元旦，他穿上了崭新的军装，迈进了渴盼已久
的军营，被编入野战第 47 军 139 师 416 团 2 营第二炮兵
连，驻扎在军事要塞潼关。从入伍到 1985年 10月，他们连
队进行了严格而又艰苦的军事技能训练。那时，对越自卫
反击战已经打响，他时刻盼望着能够奔向战场痛击侵略
者，所以严格要求自己，每一个战术动作都要反复练习。
当时主要训练 82 迫击炮随地推进、调整角度、瞄准发射，
还有一种 82 无后坐力炮需扛在肩上跟随步兵前进，这种
炮后推力极大，发射瞄准难度大。为了锻炼体能，他常常
扛着 82无后坐力炮独自模拟练习，节假日也不休息。

有付出就有回报。经过勤奋不懈的练习，他的考核成
绩达到了全优，被评为“优秀士兵”。

守护国门立战功守护国门立战功

1985 年 12 月，何小朝所在连队开赴云南前线。为
了保密，部队乘坐闷罐列车到达文山州，在马关县又训
练了 3 个月。1986 年 3 月，开赴麻栗坡县接收济南军区
67 军阵地。

进入阵地以后，部队随即分散开来，守卫老山的各个
山峰，团部设于 54 号坑道，可容纳多人。何小朝所在的 2
营 2 连 7 班守卫 55 号坑道的弹药库，与老山主峰距离较
近。主峰以南为越南地界。

他们接到换防任务时，正是老山战事最为激烈和残酷
的时候，因为越军不甘心军事上的失败，企图占据我方领
土，不断进行骚扰。接防不久，上级就命令展开拔点战役，
对越军占据的我方阵地进行收复。第一次战役于春末的
一天黄昏打响，夜幕即将降临时我军发起了攻击，首先向
敌方阵地发射炮弹进行全方位轰炸。平时的苦练此时发
挥了作用，他发射的炮弹带着弧线全部落在了敌军阵地。
当时炮弹密集如雨，炮声隆隆，烟雾升腾，我军共计发射 82
迫击炮弹数百枚，山头降低了近 10 米。轰炸结束，我军战
士奋不顾身地冲向敌军阵地。越南士兵十分狡猾，又极其
顽固，躲藏在不易察觉的地方，企图射杀我军战士，很难对
付。尽管如此，我边防战士英勇顽强，与敌人展开殊死搏
杀，经过多次争夺，我军牺牲了 28 名战士，终于把敌人全
部消灭，收复了被敌人长期占领的阵地。

第二次战役发起于初秋时节，主要任务是夺取制高
点。由于我军对地形逐渐熟悉，采取了迂回包抄的战术，
把敌人围在了山坳里，进展十分顺利，按照原计划完成了
任务，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后来，部队又与越方进行了多次不同规模的战斗，何
小朝除按命令发射炮弹外，还曾随步兵多次攻占山头，把
敌军打得落花流水，他也多次得到上级嘉奖，被评为“五好
战士”。

猫耳洞里长坚守猫耳洞里长坚守

两次大的战役结束以后，就是坚守阵地严防敌人偷
袭。因为老山地处云南断层，是亚热带喀斯特地貌，山体
呈现出大大小小的溶洞，可供战士们藏身，同时战士们也
挖掘出一些人工洞穴做掩体，避免敌军炮火侵袭，可供休
息，也可适当储存弹药、食物，从远处看洞口仿佛猫的耳
朵，战士们形象地称之为“猫耳洞”。

老山属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区，主峰 1422.2 米，不仅海
拔高，坡陡路险，而且空气湿度大，在这样的环境下长期坚
守很不容易。猫耳洞虽能藏身，但洞内十分潮湿，空间有
限，大一点的可以站直身子，小一点的只能低头弯腰，像小
猫小狗一样蹲在里头，就连睡觉也要弯头屈膝，更不能随
便走出洞口，要防备敌人放暗枪。洞内空气污浊，霉菌味、
汗渍味、腥臭味常常相互交织，有时还缺水，洗脸、刷牙、擦
身都成了奢侈的享受，因为没有命令是不能出洞的，有的
战士几天喝不到一滴水。下雨的时候，猫耳洞里又会灌满

污水，把人泡在里边，战士们只能像青蛙一样露出脑袋瞪
大眼睛巡视周围，严防敌人袭击。

到了晚上，蚊子成群结伙地飞出来，咬得战士们奇痒
难忍，以至于皮肤红肿，化脓溃烂，疼痛钻心。除此之外，
蜈蚣、毒蛇等各种毒虫层出不穷，时刻危及战士们的安
全。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何小朝和战友们坚守了半年
之久，其间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偷袭，始终保证阵地牢牢地
掌握在我军手中。

随时听从党召唤随时听从党召唤

1987年战事趋于平稳，何小朝所在的部队换防回到了
原来的驻地渭南潼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继续进行
军事训练。

这年年底，他复原回家，乡亲们夹道欢迎。此后，他
从未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投入
到家乡的生产建设中，在农村的生产劳动中起着示范引
领作用。

担任村干部期间，何小朝常常深入到困难群众家中，
帮其解决生活难题，同时积极为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作出

了一定的成绩，得到了村民的拥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信念永恒，才能继往开来。虽然

脱下了军装，但何小朝依然保持着军人本色，时时牵挂着
祖国的国防建设。他常常对人说：“祖国的和平安宁与富
强离不开军人，复员以后国家给我生活补贴，祖国不忘我，
我不忘祖国。”2016 年 9 月，何小朝让小女儿何阳光荣参
军，目前何阳正在西部战区新疆某部空军地勤部队服役。

2020 年，家乡遇到了暴雨洪涝灾害，当地政府决定在
他家设立临时灾民安置点，他不但及时腾出房间，为受灾
群众提供歇息的地方，还把厨房腾出来，用自家的柴火给
灾民烧水做饭，解决了灾民的生活问题。长达 20 多天的
时间里，他跑前跑后采购安排，分发物资，使得群众情绪稳
定，生活无忧。今年“7·22”水灾发生后，他又在麻坪镇峪
口小学避险安置点为灾民服务，收集、清点、分发救灾物
资，为灾民的日常生活前后奔波，忙碌劳累，得到了政府的
肯定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平时普普通
通的何小朝，到了危急时刻总是走在前边，这是一个军人
不一样的情怀和境界。谈及往事，已经 50 多岁的他总是
微微一笑：“虽然我现在不是军人，但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要随时听从党的召唤，时刻走在老百姓的前边！”

随 时 听 从 党 召 唤
倪双民

退伍后担任护林员巡退伍后担任护林员巡
山护林山护林

无名野果无名野果

峡谷奇景峡谷奇景

何小朝在老山前线留影何小朝在老山前线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