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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嫂的称呼
让我感到自豪
写信人： 刘艳超妻子田蒙蒙

每逢佳节倍思亲。 八一建军节到
来之际， 绿色军营成了我们格外的牵
挂和惦念。 近日， 本报征集了八封写
给军人的家书， 带您一起感受那份军
营内外祖孙、 父子、 夫妻、 姐妹的拳
拳思念、 殷殷嘱托和浓浓牵挂。 信中
每一个文字、 每一个标点都饱含着浓
浓的亲人之爱、 家国情怀， 让人倍感
温暖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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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人： 周扬父亲周建

你就像那胡杨一样
充满活力

老公：
突然提笔想给你写封信。 也许你会感到奇

怪， 在这个通讯方式发达， 电话、 短信都已落后
的年代， 为何还会想到用纸和笔来和你沟通？ 其
实， 很多话通过写信的方式可以表达得更深厚。

又到八一建军节啦。 每到这个时刻， 我的内
心都特别激动和自豪。 而这种特殊的心情， 只有
我这个有着特殊角色的人才能体会到。 说到自豪
感， 这种感觉无论在繁忙的工作中， 还是看似平
淡生活中， 我都能感觉到。

作为一名银行员工， 工作让我自豪， 因为我
很热爱。 这一点， 老公你是了解的。 在生活中，
同样有一个让我自豪的称呼———军嫂。 是的， 这
是嫁给你后， 我才拥有的一个值得自豪的称呼。

时间过得真快， 我们已相识9年啦。 老公 ，
你还记不记得9年前， 我们相识的情景。 至今，
我都特别感谢这一天的到来。 我是幸运的， 能够
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你， 和你相识、 相爱， 并且嫁
给了你。 对， 我是幸运的。 我们一直相亲相爱
走到今天， 感情也越来越深。 我们的小家也在不
断壮大， 现在大宝已经上幼儿园了， 小宝也越来
越壮实。

老公， 你觉不觉得孩子们的出生， 让我们这
个原本就很温暖的小家， 更加充满了快乐和幸
福！ 作为一名军嫂的我， 平时很多时间都会缺少
老公你的陪伴。 老公， 我很理解你， 因为你的工
作很忙。 这一点， 在我们相识的时候， 我就了
解。 其实那一刻， 我就认定你啦， 也就同样认定

你的工作， 认定自己将拥有的这个军嫂身份。
老公， 你在家的时间的确很少。 和别人的老公

相比， 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确实少很多。 但是我
不后悔， 因为我要做你的后盾， 照顾好这个小家和
我们的小孩。

我们也在为这个小家努力着。 对， 我们都在为
对方考虑。 每次回家， 你都很珍惜和我、 和孩子在
一起的时光。 记得怀大宝的时候， 那时是你工作最
繁忙的一段日子， 我理解。 当时我没有耽误你的工
作， 我也希望让你踏实地工作， 不要为我担心， 我
能照顾好自己。

我整个孕期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老公， 你可不
能不了解， 其实那段时间最害怕的就是每次都自己
去医院产检。 检查的时候， 我要挺着个大肚子在那
排队， 自己去化验拿结果。 说实话， 当时心里也有
些小心酸， 但是， 让我感动的是你的细心， 尽管工
作这么忙， 每次都能记得我产检的日子。 虽然你不
能陪我去医院检查， 可是每次都会给我打来关心的
电话， 当时我心里的委屈和埋怨就全消失了。

老公， 啰啰嗦嗦和你说了这么多。 其实， 我只
想说， 能嫁给你成为一名军嫂， 我不后悔。 我会一
直陪伴着你、 支持着你， 我们相伴到老。

本报记者 盛丽 整理

儿子：
转眼又几个月未见， 不知远在内蒙古阿拉善

的你是否一切安好？ 近几日北京天气炎热， 你那
边热不热， 早晚温差还那么大吗？ 你自己注意增
减衣服， 保重身体。

前几日， 我听说邻居家的孩子考上了理想的
大学， 他的家长向我们说起时， 兴奋之情溢于言
表。 这不禁让我想起2010年夏天， 你接到军校录
取通知书时的情景， 我和你妈妈高兴得半夜未
眠， 为自己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儿子感到骄傲和光
荣。 当然了， 我们的内心也有一丝不舍， 从小到
大， 你几乎没有离开过家， 一直在我们的呵护下
成长， 而军校的生活势必是艰苦的， 我们不知道
你能否吃得了那份苦。 事后想来， 我们的担心真
是多余的， 你在校期间不仅表现很好， 而且还在
毕业时荣获三等功， 这让我们十分欣慰。

时间真快啊， 如今你从军校毕业都已经三年
了， 我们的宝贝儿子已经长成了真正的男子汉。
特别是你今年回家来， 我感觉你又有了新的变
化， 可当时我又说不上来是怎样的变化。 直到我
在你发来的照片中看到胡杨林， 你告诉我说那是
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 “生千年不死， 死千年
不倒， 倒千年不朽”， 我忽然意识到， 这就是我
在你身上看到的变化啊———军旅生活艰苦， 顶烈
日， 战严寒， 抗风沙， 而你就像那胡杨一样， 虽
在逆境中， 但身上充满了活力。

“好男儿志在四方”， 作为一名军人， 你不
仅是我们的儿子， 你也是人民的儿子， 你的背后

是祖国， 所以你要肩负使命， 忠诚地履行军人的职
责。 当一个人的理想与国家事业联系在一起， 并为
之付出奉献， 那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想， 这样你的青
春才会无憾！ 或许你会觉得爸爸说的这些话像是口
号， 但这确实是我和你妈妈的心里话。 另外， 有时
间你要多读点书， 多看看报纸， 了解时事政治， 掌
握技术本领， 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医。

你告诉我们说， 阿拉善驻地牧民群众医疗条件
较差， 所以， 在当地你们军医比明星还受欢迎。 每
次你为牧民看病时， 都会被他们团团围住。 你能将
自己所学送到真正需要的人身边， 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 相信多年以后你依然难忘这段经历。 每一
个成功者都经历过很多磨难和挫折， 在部队这段生
活， 对于你来说会让你受益一生。

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 ， 我正在听那首 《问边
关》。 我知道， 你现在的生活环境很艰苦， 父母不
在你身边，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保重身体。 不忙的
时候给家里打个电话， 告诉我们你现在的情况， 哪
怕只有只言片语， 报一声平安， 也能让我们安心。
家里这边一切都好， 你不用惦记。

本报记者 张晶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