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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恰拉和日拉，遇到两朵格桑花——
盛夏时节，记者穿行天路，探访西藏

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
清晨从乃东出发，临崖山路向上盘旋

直通云端，不时有滚石塌方阻断道路。不
到 300公里的行程，汽车颠簸了 9个多小
时，司机晏红林却一脸兴奋：“这路比以前
已经好太多了！看，一路都有工程队，投
资2亿余元的隆子县扎日乡曲桑村至玉麦
乡的柏油公路建设已进入路面铺设阶
段。再过两个月，习主席关心的‘边境孤
岛’玉麦，将与西藏主干道路网联通！”

与晏红林同样兴奋的，还有卓嘎和央
宗两姐妹。在海拔3600米到5100米的天
边牧场，她们幸福地看护着牛羊。身后，
一个新兴集镇正在崛起。曾经只有一栋
房子、一户人家的“三人乡”，即将建成拥
有中心公园和广场，电力、通信、医疗、学
校等配套完善的现代化乡村。

国旗和太阳一同冉冉升起
玉麦一年有两季：半年雨季，半年雪季。
8月 1日清晨，难得的阳光撕开厚厚

的雨云，照耀小镇。11名玉麦群众身着
节日盛装，来到驻军营地。乡党委书记
达娃满脸笑容：“今天是建军节，也是我
们的节日，我们来参加升旗仪式！”

此言不虚——玉麦现有 9户 31人，
户户是哨点，人人是哨兵，全都扛着放牧
守边的责任。今天，除了在外就读、出差
的人员外，大家几乎到齐了。

国旗迎着太阳冉冉升起，军民高声
齐唱国歌。不远处热闹的建筑工地上，
挖掘机、运输车也暂停轰鸣，工人肃立
向着国旗行注目礼。眼前的一幕让卓
嘎和央宗眼眶湿润，她们多么希望时光
能够倒流，阿爸桑杰曲巴能够看到这一
幕——“看到在玉麦，国旗下汇聚这么多
的戍边人，阿爸梦里都会笑醒的！”

桑杰曲巴是忠诚的护旗手。
曾经，玉麦有几十户人家，人口达300

多人。解放军进藏之初，山外匪徒散布谣
言，将大部分居民和牛羊裹胁出境，只有
桑杰曲巴等少数几户人家留了下来。

守家不易。玉麦自然条件恶劣，每
一颗粮食都需要从山外运进。每一次，
桑杰曲巴都要赶着牦牛，花上十几天，几
次翻越 3座海拔 5000多米的雪山、跨过
陡峭山谷、穿越沼泽遍布的原始森林，才

能把一点珍贵的青稞驮回玉麦。随着山
外生活越来越好，邻居们纷纷内迁，再后
来，妻子病死在外出寻医的马背上、小女
儿也在暴风雪中夭折，全乡只剩下他和
卓嘎、央宗父女三人。但他始终坚持：
“只有人在，家才能看得好，这块土地才
能守得住。”

家要守，日子却不平静。卓嘎记得，
有一年夏天，一群荷枪实弹的印度兵，把
印度国旗插在了玉麦海拔 5000 多米的
山头上。阿爸被惹怒了，花了整整两天
时间，爬上雪山拔下了印度国旗。他还
到印度兵设卡点抗议：“我的爷爷曾在这
里放牧，我的阿爸曾在这里放牧，我们也
在这里放牧，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
土地！”此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升起中国
的国旗，成了桑杰曲巴的执念。

玉麦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下只有
3个人。57岁的卓嘎记得，那天，阿爸开
会回来，带回了红黄两种颜色的布料。以
为阿爸要缝新衣裳的姐妹俩兴奋不已，天
黑了也不肯上床，围聚在阿爸身边。伴着
忽明忽暗的油灯，阿爸把红布裁得方方正
正，又从黄布上剪出五角星，一针一线缝
在红布上。阿爸告诉她们：“这是中国最
宝贵的东西，是我们的国旗！”

像这样的国旗，阿爸一共缝了 4
面。在此后 30多年的放牧守边岁月里，
卓嘎和央宗走到哪里，就把国旗带到哪
里。每每看到这抹绚烂的红，卓嘎和央
宗就会觉得，玉麦离北京并不遥远。

心近，天涯咫尺。2017 年 10 月 29
日，习主席在距玉麦乡 4089公里的北京
给姐妹俩回信了！“你们父女两代人几十
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祖国的领土，这种
精神令人钦佩。”“希望你们传承爱国守
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
一样，扎根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
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卓嘎和央宗落泪了，玉麦沸腾了，雪
域的边关，火红的国旗迎风烈烈。

国旗下，又一年，藏乡变化加速：全
乡接通国家电网；网络进入 4G+时代；56
座轻钢龙骨结构藏式别墅正拔地而起，
今年国庆，这里将新迁入 47户，全乡居
民将达到56户 197人……

军装是身体的另一层皮肤
冰雪初融，春风微度，西藏军区领导

就翻山进点，与地方有关部门负责人共
商玉麦发展，规划民兵建设。

沉寂的山谷热闹起来。民兵更是一
脸自豪，等待一次“彻底武装”——索朗
顿珠等“玉麦民兵班”首批民兵整齐列
队，从将军手中接过被装。

索朗顿珠是玉麦走出的第一位大学
生，举手投足像极了他的外公桑杰曲
巴。大学毕业前，他曾在四川找到一份
滑雪教练的工作，收入可观。没想到阿
妈打来电话：“你忘记波啦（外公）的话了
吗？‘鸟老了，要归巢；人老了，要回家’，
我们这代人终究也会老，守卫玉麦这片
国土的责任要落在你们这代人肩上了！”
于是，索郎顿珠携笔回乡。如今，看到他
身着迷彩的英姿，母亲央宗和姨妈卓嘎
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因为那身军服，是
姐妹俩一直的追求。

那是卓嘎第一次跟着阿爸走进隆子
县城。往来的行人、密密的房子、会响喇
叭的“铁牛”让卓嘎新奇不已，而最令她
神往的是城里年轻人穿着的绿军装。她
摇着阿爸的胳膊撒娇，希望也能有一套
这样的衣服。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节俭
的阿爸这次却很大方，托人几经周折为
姐妹俩买来的确良军便服。这身衣服成
了姐妹俩的最爱，但毕竟未获“组织认
可”，她们只能私下穿穿过瘾。

现在，民兵队伍正式成立，年轻一代
终于穿上军装昂首踏上放牧守边的征
程。站立队尾，副乡长、武装部长尚林佳
同样心潮起伏。隆子县人武部政委李伟
发言指出，玉麦乡离县城一百多公里，上
级很难全程帮促，更多时候要靠民兵班
自主抓建。军人出身的尚林佳听出了
“弦外之音”，当即立下“军令状”：不出两
年，定让玉麦民兵成为全县标杆！

敢撂狠话，必有实招。尚林佳发挥
军事技能优势，主动当起教员，搞好传帮
带。每次忙完政务，他都会过问民兵建设
情况，跟踪军事训练进展，适时组织考核
验收。为了让民兵班训练质量在短期内
实现飞跃，尚林佳还向驻军求助，结成共
建互育对子。军民两家真的成了一家人！

用铁脚板丈量每一寸边土
玉麦军民的坚实脚步，连着边关的

山重水复。
“粗粗的胳膊长长的腿，跨过千山和

万水。”达娃书记用诗意的语言介绍说，
“尽管几十年来补给困难、缺吃少穿，但桑
杰曲巴等玉麦人坚持巡山，在3644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配合解放军管控边塞要点。”

是的，卓嘎和央宗已记不清在巡边
的路上，阿爸有多少次被划伤、撞伤、摔
伤，只记得阿爸说过“这是国家的土地，
我们得在这儿守着”；女婿仁增晋美和巴
桑也记不得多少回和岳父在巡边路上夜
宿山洞，只记得老人 2001年临终前交代
“这是祖辈生活的地方，更是祖国的土
地，一草一木都要看好守好”……

如今，包括书记达娃在内的玉麦人
依然行走在边防线上。收到习主席回信
近一年来，玉麦军民焕发更大激情，踏上
保家卫国的新征程。

盛夏是巡逻时节。这天晨风破晓，卓
嘎和央宗就忙着给家中的男子汉做好早
点，帮他们检查物资。乡里陆续升起炊
烟，各家各户烧火做饭，做好了出征准备。

桑杰曲巴传下来的巡逻背囊，前些
年交到了大女婿巴桑手里，如今背到了
索朗顿珠肩上。岁月让背囊的色彩显得
斑驳且模糊，但它承载的物资却更加丰
富。
“这个季节潮湿，别落下新型雨衣。”

“携带自热食品，尽量别在林中生火。”
“拿上特效药品，防止蜜蜂和毒虫叮咬。”
卓嘎和央宗叮嘱着，窗外寒风缕缕，屋内
心语绵绵，心头暖意融融。

索朗顿珠与达娃书记看图对表，迅
速融入驻军巡逻分队。在习主席回信的
巨幅宣传栏下，挤满了前来送别的乡亲
和军嫂，挥挥手，山高水长。

新型民兵初长成。走在祖祖辈辈用
铁脚板丈量的边防线，索朗顿珠的内心
充盈着神圣感。说到玉麦民兵的贡献，
西藏军区领导感叹，他们的铁脚板就是
祖国版图的鲜红印章，他们的血汗就是
标绘国界线浓重的笔墨。
“我们玉麦已经有了 5位大学生，还

有 12人正在内地就读，过不了几年，我
们就能成为‘大学生乡’。”卓嘎用朴素的
语言，憧憬着玉麦乡的明天。说完，她抬
头仰望初升的朝阳，脸上的幸福像花儿
一样绽放。

左上图：8月 1日，玉麦军民共同

参加升国旗仪式。 晏 良摄

右上图：卓嘎向巡逻官兵介绍边

情。 李国涛摄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在喜马拉雅南部，有这样一家人，三代民兵扎根
边陲放牧守边，捍卫着 3644 平方公里土地上一草一木。习主席专门回信
勉励，一年来，当地军民焕发更大激情，踏上保家卫国的新征程—

格 桑 花 开 沐 朝 阳
■本报记者 晏 良 张和芸 特约记者 李国涛

把关爱送到天涯海角

本报讯 温朝君、记者柯穴报道：
“从马库村到中缅 40号界碑虽然只有
6公里，但过去道路不通，只能先溜索
过江，再步行翻山。如今溜索变吊桥，
乘车就走上了巡逻道。”日前，云南省
贡山县独龙江乡马库村“溜索改桥”通
过省边防委验收，这座横跨在独龙江
上的铁桥不仅为当地居民出行带来方
便，而且结束民兵长期依靠溜索过江
巡边执勤的历史。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四山夹三江”，沿江居
住的村民世世代代依靠溜索渡江。“对
于边防官兵民兵来说，溜索是最节省
时间的渡江方式，虽然溜索都用钢丝
制成，两端固定在两岸坚硬的岩石上，
但安全系数并不高。”贡山县人武部部
长邓德章介绍，民兵边防勤务训练中
一个重要课目就是溜索训练。

为解决边防军民出行困难，去年
初，云南省边防委多方协调各级党委
政府，将加强边防巡逻道建设作为落
实强边固防、国防动员、富民兴边要求
的实际举措。怒江军分区及所属人武
部主动加强军地单位协调对接，遵循
“政府抓主导、军队提需求”原则和共
建共享的模式，将边防基础设施建设
纳入地方基础工程建设。在“溜索改
桥”工程实施过程中，军地相关部门组
成联合勘测组，对拟计划完成的两座
“溜索改桥”项目进行逐个、逐段、逐点
勘察，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加快“渡改
桥”“溜改桥”项目实施力度。
“桥修得这么快，巡逻就方便多

了。”望着刚刚通车的吊桥，带队巡逻的
贡山县人武部参谋颜小昆兴奋不已。
“溜索改桥既是造福沿江群众的

社会工程，更是强边稳边的国防工
程，极大改善了巡逻执勤、应急应战

条件！”该省边防委副主任、省军区司
令员杨春光介绍，今年，云南省边防
委将继续加大边防基础设施投入力
度，官兵民兵出行难问题将得到进一
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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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陈建文、记
者冯强报道：夏末秋初，中越边境的那
支山如蒸笼般热气腾腾，而山上掩隐
在树丛间的那支国防民兵哨所却喜气
盈盈。这不，刚过而立之年的李智杰、
李智兴两兄弟在同一天迎来了崇左市
东盟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两份录取通知
书，哨兵们兴奋地说：“在山上坚守，一
样能收获成长的惊喜。”

对哨所哨兵的关心不应只局限于
柴米油盐、冷暖温饱，还有他们期待人
生出彩的愿望。“就在两个月前，哨所
3名哨兵被纳入当地的事业编制。”宁
明县人武部部长李正掰着手指向记者
悉数哨所哨兵成长之路的同时，也不
禁感叹哨所曾经的发展窘境。

曾几何时，高山上的哨所时常让
人仰望，但村民们“光抬头不动心”，
却成了哨所“成长的烦恼”。那支哨
所连续 3年应聘者寥寥，当地年轻人
一听上山站岗执勤，头摇得像拨浪
鼓。去年，一名哨兵私下抱怨：“十年
守哨，山还是那座山，‘山夫’还是当
年的‘山夫’。”

虽是一句牢骚话，却在去年的市
委议军会上引发了一番热议。军分区
一名领导在会上直言：“哨位光荣，但

哨兵们看不到成长成才的希望，得不
到应有的个人发展，说到底还是我们
的政策跟不上时代。”市主要领导当即
表示，既要关心哨兵的温饱冷暖，更要
关注他们的成长愿望。

今年 2月初，在多方征集意见后，
崇左军地联合出台了《支持国防和军
队改革提升军人职业荣誉感实施意
见》，其中针对哨所民兵待遇问题，列
出 8条优惠政策。3月下旬，崇左市教
育局与崇左市东盟理工职业技术学
院、广西南宁理工学院达成协议，明确
崇左境内适龄青年在民兵哨所执勤执
岗满两年，便可到两所院校免费接受
学历升级教育。6月初，崇左市人社
局面向社会发出公告，将在 3年内逐
批次解决哨所哨兵的编制问题。一连
串的优惠政策接踵而来，“有为有位”
的发展前景激起当地青年边民赴哨所
守国门的热情。
“哨门连着国门，哨兵们立稳脚跟

国门才能稳固，边境城市才能平稳发
展。”军分区动员处参谋曹璐矾介绍，
今年以来，崇左市 6个国防民兵哨所
全部满编满额，先后成功处置边情 18
起，协助当地边防武警部队抓捕非法
偷越境、走私人员138人次。

广西崇左市军地联合出台优惠政策
助力哨所民兵成长成才

戍边哨兵收获成长惊喜

本报武汉8月15日电 记者刘国
顺、何武涛报道：现场品尝野战食品、模
拟体验空降兵跳伞……今天，由国家国
防教育办公室指导的大型军营开放活动
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来自全国 31个省
（区、市）的国防教育办公室负责人、军兵
种和武警部队代表，与 3000余名武汉市
民，一同在现场观摩体验。这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营开放办法》颁布后的首个
全国性大型军营开放活动，以此示范推
动全军 600多座军营成建制成规模集中
向社会开放。

这次对外开放的部队很抢眼：空降
兵某旅是上甘岭特功八连所在部队，武
警湖北总队机动支队是执行反恐任务的
中坚力量。参加活动的市民同样不一

般，都是通过参与网上国防知识答题、国
防主题征文等群众性活动遴选出来的。
据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今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营开放办法》的第一年，全军公布的首批
600 余个军营开放单位，覆盖 31 个省
（区、市）。

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是这次军
营开放活动的一大亮点。1945年 8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一天举
行活动，旨在提醒民众，铭记历史不忘国
防。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传统的军事
课目演示，开放部队还增设了参观荣誉
室、实兵实装演练和互动性体验项目，邀

请市民品尝野战食品，亲身体验轻武器
拆装、模拟跳伞训练等内容，展示人民军
队备战打仗的精神风貌。
“让人民群众爱军拥军，首先要让他

们知军懂军。组织军营向社会开放，就
是要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改革强军的巨大
成就和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崭新风貌。”主

办方负责人告诉记者，让群众到军营有
看头有学头，真正受感染受教育，这是做
好军营开放工作的关键，下一步将不断
创新开放的形式内容，向更深层次、更广
领域拓展。

与武汉市一样，全国各地军营开放
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新疆组织民众
近距离欣赏“国际军事比赛—2018”；福
建泉州组织舰艇开放活动，逾万名群众
踏上导弹驱逐舰长春舰等一睹现役主战
装备风采。各部队还广泛组织开展海洋
观教育日、航空开放日、军事夏令营等形
式多样的军营开放活动，各地群众参与
热情高涨，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右图：市民体验空降兵跳伞装备，

激动不已。 张 朋摄

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首次全国性军营开放活动在汉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