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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界碑的边防线上，我们就是祖国的
界碑。”

1月 3日晚，人民陆军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
则网络视频《生命禁区，传来一首壮美的歌》刷爆
朋友圈。视频中，驻守在喀喇昆仑山深处的新疆
军区河尾滩边防连官兵，站在海拔 5418 米的巡
逻点位合唱了一首《我和我的祖国》。歌声激越，

高原上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边防官兵朴素真挚的
情感，让很多人为之动容。

这条视频也引起了北大清华校友的关注。
北大清华的校友群发起了一项倡议，他们要赶在
春节到来之前，为河尾滩边防连的战士们寄去一
份特殊的新春礼物。

连日来，北大清华校友们一直在忙着奔波于

北京的一家家户外用品商店，精挑细选各类高原
御寒装具。这次活动，由北京大学 84级校友关
小众和 81级校友洪源共同发起。从活动发起到
礼物寄出，一共 7天时间，用洪源的话来说就是，
“如梦如幻的一个星期，令人兴奋激动的一周。”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故事，共同回顾这
温暖的一周。

河尾滩边防连官兵在巡逻途中齐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扫描二维码,观看人民陆军公众号网络视频《生命禁区，传来一首壮美的歌》。 牛德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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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漫长的爱心传递。不仅

是距离上的漫长，从新疆河尾滩至北

京，从北京至河尾滩，翻越万水千山。

边防线上的战士们，又感动着我们，穿

越几千公里的路途，用致敬、用感恩、

用无以表达的谢意回馈给天下。

这也是时间的传递、文化的传递。

是中国文化中的血脉传递，是“位卑未敢

忘忧国”精神的传递。

中国之大，不仅仅在于疆域的辽

阔，也在于精神上的共鸣。当有人试

图为精致的利己主义正名、面对这场

自发的爱心传递居然发出嘲笑，在网

上立即遭到了压倒性的批评。正如本

次活动的发起人所说：无论我们经历

过怎样的人生，我们总能被付出和奉

献打动，总能在高尚和崇高面前，忍

不住要做点什么以表达敬意。也许，

这就是我们的初心，是我们的此心光

明。

这不禁让笔者想到了几十年前臧克

家先生的诗作《有的人》。借用这个话

题，我们是否可以说：有的人站着，有的

人跪着，有的人只图舒服地活着，有的人

不仅站着，还站在最危险艰苦的地方，只

为守候他们背后的土地，守候他们背后

的人民自由幸福地活着……被他们守

候着的我们，看见他们的艰辛，看见他

们付出和牺牲，看见他们英雄主义的无

畏，忍不住落泪。

这场从全国甚至海外通往喀喇昆

仑的爱心传递的意义在于：那些深藏

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精粹和火

种，依然保留在我们的心里。再纷纷

扰扰的世界、再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喧

嚣，都挡不住中国人民、中国军队血

脉中的精神传承。

用活动发起人洪源的话来说就是：

“这份来自帕米尔高原和世界华人群友

拳拳之心的互动升腾，暖人心脾，给人启

示，感动天地。”

图①：本文作者无心（右一）与洪源
（右二）等北大校友们在采购装具时的情

景；

图②：北大“五四操场”校友群截图。

我们的心里话

■■北大“五四操场”校友群缘 起

一切，缘起于一次朴素的感动、一
个儿时的记忆、一句深藏记忆 40多年却
无以表达的谢意。

关小众，北京大学 1984级哲学系校
友。一次在北大“五四操场”校友群里，
说到记忆中的美味，她说起儿时曾去广
西驻军参观，后来确认是驻柳州某部
队。那天，官兵们招待她们吃了一顿
饭，记忆中太美味了，吃得太好了，“我
当时一路都想着，军队待遇真高啊。”
“群主”洪源是北京大学 81级经济

系校友，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曾当过几年兵的他，立刻纠正关小众：
“根据当时的情况，部队的伙食标准不
高，且煤火费都从这里出，官兵们辛辛
苦苦养点猪、种点菜改善生活。部队把
最好的肉蛋菜从‘牙缝里’节省出来，准
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招待你们，没准当
月余下的日子就要清汤寡水了。多好
的人啊，多好的部队！”

关小众忙表示，如果不是有人说出来，
她还真以为战士们一直吃得那么好呢……

而这，正是关小众和洪源共同发起
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致敬和感谢的最
初缘起。

关于关小众这段儿时的记忆，在北
大“五四操场”校友群里被讨论了好一
段时间。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这
种陈年往事中的关怀和感念、付出和回
馈，是一种特殊的血脉相连，是自人民
军队建军以来的光荣传统。牢不可破
的军民鱼水情，从来就是人民军队和人
民群众之间彼此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的最好描述。

倡 议

1 月 3 日 19 时 07 分，洪源在朋友
圈转发了人民陆军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生命禁区，传来一首壮美的歌》。新
年第一天，在祖国的最西端海拔 5418
米的巡逻路上，驻守在喀喇昆仑山的
河尾滩边防连战士们一起合唱《我和
我的祖国》。

听到战士们的歌声，笔者也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正如公众号文章中所说：
“这是边防军人强军的歌声，这是奉献
的歌声，这是青春的歌声”。边防连的
战士们就是在这寸草不生的高原、喀喇
昆仑山的“高海拔处”，承受着高寒缺氧
带来的种种不可逆的生命透支，日夜巡
逻守卫着祖国边防线。

关小众还为边防官兵写了一封《慰
问信》。她在信中说：“看到视频后，我
立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必须以实际行
动对边防官兵表达敬意。”随后，关小众
在朋友圈给洪源留言：“给边防官兵寄
礼物是否可行？帮问问！”于是洪源多
方联系上了《人民陆军》编辑部，得到了
肯定答复。

1月 3日 20时许，关小众和洪源在
北大“五四操场”校友群提出倡议：
“刚才读了边防军人的报道，被那些年
轻的军人深深感动。我有个想法，我
们给官兵们送去一些鼓励和支持，让
他们知道有人在关注他们、为他们鼓
劲。我与群主洪源沟通后，决定以本
群名义做一点事情，以表示本群对边
防战士的尊敬……愿意参与这次活动
的群友，每人以‘发红包’形式向群
主转发200元。”

她随后又补充道：“这次活动筹措
的资金，全部用于购买战士们最能用得
上的小物品，并由《人民陆军》编辑部转
交部队。欢迎多出资，如遇困难，不足
200亦可。作为共同发起人，我和群主
各出400，以示诚心。”

洪源立即发言：“我赞成，一并出

资，希望小小礼物在春节前送到边防战
士手中。《人民陆军》编辑部一位主任将
帮助我们联系部队。”

至此，这场向边防军人致敬的传递
拉开了序幕。

捐 赠

关小众和洪源的倡议刚在群里发
布，北京大学法律系 84级一位校友，立
刻在群里发出了第一笔题为“拥军款”
的红包，北京大学 85级核物理专业校友
朱晖紧随其后。

此后，各种题为“向边防战士致敬”
“热爱祖国致敬战士”“英雄无敌”“敬人
民卫士”的红包，开始在群里遍地开
花。这一切，出乎了发起人洪源和关小
众的预料。

关小众事后说，当时以为只会有几
个人响应，给战士们买些礼物、略表寸
心，没想到大家反响这么热烈……

也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深藏着
宝贵的火种，只需要合适的契机被激
发点燃。

北大“五四操场”校友群的群友将
这份倡议发到了别的校友群，也纷纷得
到响应。还有一位群友将这份倡议发
到了“北大 83法律群”，很快，蒋志全、孙
芳龙、杨留琴、顾彦滨等同学也将给战
士们的捐款交给笔者一并转交，每个人
都说是表达一份心意。

此外“咖啡群”“雨伞群”的朋友们，
也纷纷加入“向战士们致敬”的行列。
他们有些并不是北大清华的校友，有些
已是年逾花甲的老兵，从事行业也各
异，通过辗转渠道得知消息，都毫不犹
疑地为战士们献出了一份爱心。

北京大学 92 级西语系校友王薇
尚的女儿得知了这个活动后，立刻说
要从自己的压岁钱中拿出 200 元参与
活动。这个正在上初中的小女生，还
处于懵懂年纪，她很天真地问妈妈：
“为什么要巡逻？”因为她觉得和平是
理所当然的。但当知道了正是这些在
生命禁区巡逻执勤的战士们，守卫着
她以为“理所当然的和平”时，她被感
动了。

这让笔者想起在《生命禁区，传来
一首壮美的歌》的视频中，河尾滩边防

连教导员吴移桃说的话：“这是老祖宗
留下来的土地，祖国的领土哪怕弄丢了
一寸，都是可耻的，不要说国家和人民
了，就连我儿子也会看不起我。”

或许，我们的传承就是这样的，父
辈们用坚守、付出甚至牺牲教育着孩子
们，而孩子们质朴的认同与天真也是父
辈们负重前行的动力所在。

一则关于边防军人的视频报道，牵
动着北大清华校友的心，发起了在春节
前为边防战士献爱心的实际行动。7天
时间，110位群友响应，共捐赠 2万余元
为边防官兵购买礼物。

讨 论

从倡议开始的第一天起，校友们就
一直在讨论：给边防军人买什么礼物最
合适呢？

想到雪域高原、紫外线辐射和雪
盲，于是大家想到可以买墨镜，或者
防晒霜、搽手油、保温杯、复合维生
素……一时间，校友群中的讨论异常
热烈。

几千公里外的喀喇昆仑山到底是
怎样的环境，他们并无真实体验；河尾
滩边防连官兵的现实需要，他们也无
从知晓……大家最后决定，给官兵们
挑选什么礼物，由洪源与河尾滩边防
连联系后再定。

1 月 5 日 8 时 43 分，洪源在群里
宣布与边防部队教导员联系后，确定
购买登山杖作为给战士们的春节礼
物。但是买什么牌子、什么样的登山
杖最适合高原边防恶劣的自然环境、
能够满足官兵们的需求，又成为一个
问题。

洪源专门请教长期从事户外活动
的朋友决定，购买的登山杖从“减少故
障率”出发，还要符合以下特征：要有锁
止、不要拧紧的；材质为“7075铝”、不能
是“碳纤维”……

确定了原则，洪源开始在网上联系
商家，经过多方探讨查证，他把最后确
定的某电商平台商家的链接、商品价格
发到群里，请大家判断商家的可靠性。
北大 83级哲学系校友燕妮在看过评论
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好有坏”，大家纷
纷跟帖讨论。购买登山杖的进展，因此

陷入停顿。
1月 6日 23时，北大 95级国贸专业

校友王骏卿说，他在电商平台上开专卖
店，可以通过查阅卖家资质，确定一个
可靠的供货商。而后，王骏卿开始与某
知名企业负责团购的业务员范女士联
系沟通购买登山杖事宜。

从王骏卿公布的与范女士沟通的
微信截屏看，他们沟通得异常艰难……
也正是王骏卿的耐心和不厌其烦，他们
最终达成协议。1月 9日，校友们前往
该供应商的实体店看货、交付定金，各
地的货物开始源源不断运往北京。

寄 出

1月 9日上午，笔者和洪源，北大 82
级经济系校友李清香、王骏卿，以及不
愿透露身份的北大 08级信息科学系一
位校友和群友兼记者王晓玉，来到实体
店挑选货品。

洪源仔细检查店家推荐的一种品
牌的铝合金登山杖和冰镐，并要求店长
演示如何使用；王晓玉录制视频，方便
边防官兵通过这个视频，了解装具使用
方法和注意事项。

两个大冰镐，是洪源特意要求“捎
上”的。他曾是一名军人，深知在喀喇
昆仑山上巡逻守防，大冰镐可以“对付”
冰雪山地、破冰开路……

王骏卿一直与店长就调货、价格，
以及调货后采取什么样的运输方式等
问题沟通着。当得知是为边防军人购
买装具时，在此前沟通中始终严守价
格 底 线 的 这 位 店 长 ，言 辞 有 所“ 松
动”。后来，他竟然免费赠送了两个大
冰镐的配套护腕、共价值 400余元的装
具，同时还赠送了“大中小”各 10个“防
水分装袋”。

1月 10日，店家从广州调货的 40根
铝合金登山杖和两个大冰镐如期运抵
北京。

第二天上午，笔者和洪源、李清香、
王骏卿，北大 83级社会学系校友王驰、
王晓玉，如约来到实体店验货、提货交
尾款，并为边防官兵选定了每双价值
139元的户外袜 30双。

经过最后核算，40 根登山杖、两
个大冰镐，以及 30 双户外运动袜，一

共花费 23888 元。当时，大家筹措的
捐款共有 24300 元，而快递到新疆喀
喇昆仑山河尾滩的“EMS”运费还需
花费 800 元。

来提货前，洪源多次强调把捐赠
款花完，不足的款项他来补贴。当时
店家报完价，笔者就说：“呀，运费不够
了！”刚从门外走进来的王驰不假思索
地说：“我来兜底……”

提完货，他们准备立即赶往邮局。
出了门，细心的王骏卿又急忙返回店
家，把从广州邮寄登山杖和冰镐的“蛇
皮袋”找来带上。后来在邮局，这个“蛇
皮袋”真是发挥了大作用。

刚进邮局，洪源的手机就响了。
原来是一位师弟朱晖转来的 700 元捐
款，他说一定要凑够 25000 元，象征着
二万五千里长征，紧接着校友燕妮又
追加了 200 元捐款——这一刻，远在
美国的朱晖和北京的燕妮，不约而同
要一起表达他们对边防战士的一片
心意。

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动不
已。

到了邮局，大家一起动手，用不干
胶带把装着登山杖、冰镐等装具，以及
校友写给边防官兵的致敬信和慰问信
的纸箱，封得严严实实。担心路途遥
远，运输过程中会损坏装具，洪源提议，
“在箱子外面套上‘蛇皮袋’”……这下，
几个箱子终于包装得无懈可击了，每个
人都长吁了一口气。

1月 11日中午，满载着北大清华校
友心意和敬意的纸箱，于北京的某邮局
寄出。

1月 17日 21时 27分，中国邮政物流
状态显示：已妥投，签收。

1月 18日，我们多方联系新疆军区
某边防团得知，包裹已运抵团部，将于
近日送达河尾滩边防连官兵手中。
（本文作者系本次活动的发起人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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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北大清华校友为河尾滩边防连的战士们寄去一份新春礼物

情暖喀喇昆仑：一场漫长的爱心传递
■■无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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