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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走双脚蹚出来的路——

这条路上，只有他们留下脚印

每名巡线兵，都领略过香格里拉极
致的美丽，也领教过它极端的残酷。

大风、寒冷、高海拔缺氧是香格里拉
的常态。巡线时，有时一脚下去，雪就埋
到了人胸口；有时一不留神，人就滑下陡
坡一大截；有时，刚踏进河流，人就被激
流冲出去好远；有时，还未出深林，腿上
就爬满了蚂蟥……

维护通信线路的官兵长年行走在雪
山之巅、峡谷之底、江水之上。他们一日
走过春夏秋冬，一天跨越千米海拔，走过
一个又一个山路十八弯，穿过一个又一
个滚石飞落处……

巡线之路全程数百公里，海拔低的
地方有 1000 多米，海拔高的地方可达
4000多米。在这条路上，只有他们的脚
印，一串串循着电线杆线路的孤独脚印。

风一起，雪一下，这脚印又被深深埋
住了，好像什么也未曾留下。
“那路，都是别人不走的路，都是我

们用双脚蹚出来的。”连队最老的兵、一
级军士长黎晓军说。

在一座以“向阳”命名的桥梁附近，有
段10多公里长的奇特线路。在坡度超过
60°的陡坡上，满是碎石块。脚踩上去松
松垮垮，手也无处着力。每挪一步，碎石
就会“哗啦哗啦”往下掉。黎晓军每次巡
那段线路时，心里依然会发怵。

有路的地方，难走；没路的地方，惊心。
那一年，连队负责某河段线路改

造。那里地形复杂，高处是皑皑雪山，低
处是滚滚金沙江。连队要将光缆由山脚
的平坦处改迁至半山腰的陡坡上。
“我们高原通信兵，什么山没见过？

什么坡没爬过？没有路，我们来开路！”
连长翁春芳带着大家上了山。

官兵小心翼翼地用探路棍试探着山
坡上的碎石，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脚
边，碎裂的风化岩一块接一块滚下悬崖，
砸进汹涌的江水中。每向前挪一步，官
兵手心都捏出一把汗。

几经努力，一条最窄处距悬崖边不
足 20厘米的“路”，就这样被走了出来。
脚印渐渐踩实，悬崖上留下了独属于巡
线兵的印记。

中士耖宇航，永远忘不了自己第一
次执行机线检修任务回来后，连长翁春
芳为他端上的那碗鸡汤米线。

那天，他背着一桶油漆，沿着陡峭的
山路向上攀爬。从小就严重恐高的他，根
本不敢向后看。油漆桶渐渐变得像山一样
重，他只能放慢速度，手脚并用。突然，气
喘吁吁的他一脚没踩稳，差点滚下山坡。

下了雪山，太阳早已落山，战友们都
在溪边等他。别人 2个多小时就能巡完
的线，他花了 5个多小时。又渴又饿的
耖宇航捧起一口溪水噙入嘴里，那透凉
的雪融水像电一样差点把他击晕。
“以后一定要赶上来！”连长说着，递

给他一碗滚烫的鸡汤米线，战友们也都
围了上来。

雪山脚下，用纯净山泉熬煮的鸡汤，
香气四溢，和着炊烟，浸润夜色。耖宇航
几乎是含着泪，吃完了那碗米线。

几年前，在西安高陵区政府上班的
耖宇航，从未想过自己会当兵来到香格
里拉。那时，听到征兵宣传车的大喇叭
在办公楼下喊了 2天后，他瞒着女友和
家人报了名。

山，爬了一座又一座；时间，过了一
年又一年。在香格里拉的巡线路上，耖
宇航和战友们留下了一串串脚印。现
在，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
峰。他知道谁家又种了棵香樟树，哪户
的孩子刚考上大学。他甚至学会了唱藏

族歌曲《玛尼石》。
“雪山是你的心，草原是你的爱，蓝

天是你宽广的胸怀，太阳是你的情……”
豪迈的歌声伴着寒风飘荡在巡线路上。

曾经，他一度嚷嚷着要退伍，最后却
主动选择了留队。后来，耖宇航说，他再
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米线。

爬过人生中最高的山——

这条路上，他们登顶青春之峰

470座！
这是迪庆地区海拔 4000 米以上的

雪山数量。青藏高原东南的横断山脉，
造就了迪庆这一大片世所罕见的雄奇景
观。

梅里雪山、哈巴雪山、玉龙雪山、白
马雪山……站在石卡雪山远眺，横断山
脉与三江并流之间，是一个庞大的雪山
世界。

来自贵州的士兵梁正恒，站在石卡雪
山之巅远眺。一片舒展的高山草甸映入
眼帘，紫色的矮杜鹃为山坡铺上了一层茸
茸的艳毯，一直延伸到天际，如梦如幻。

山高人为峰。站在万山之巅，面对
这无与伦比的壮阔与妖娆，梁正恒“得意
忘形”。他不由自主地打开手机，视频连
线女友：“你瞧，我站的地方，比咱俩买的
16楼新房还高……”

本想给女友晒晒美景，女友看到
时却哭了：“太危险了，干不了咱就回
来……”梁正恒爽朗地笑了。

连队还有个战士，至今都没敢告诉
爸妈，香格里拉的山到底有多高。记者
想为他拍张照片，他连忙摆手：“我妈身
体不好。如果让她看到我在这么高的地
方当兵，她一定会担心。”

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离梦想也最
近。青春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就是有勇

气去征服人生路上一座又一座高峰。
梁正恒兄弟俩一前一后入伍。然

而，在香格里拉的高山上当巡线兵，并不
那么容易。有一阵子，梁正恒实在撑不
住，想打退堂鼓，就给当武警的弟弟打电
话。谁知，弟弟的一句“哥，你干得这么
好，我不能给你丢脸”，把他准备说出口
的话，全堵了回去。

如今，梁正恒成了连队的业务骨干，
弟弟成了精武尖兵，兄弟俩双双晋升中
士，成为全家人的骄傲。

在香格里拉当兵十几年，四级军士长
孙立强常常会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
父亲是一名老兵，孙立强小时候，曾不止
一次地听父亲唠叨“这个兵没有当够”。

那时候，他并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
意思，只知道父亲当年因为训练受伤，不
得不离开部队。

大学毕业后，年少轻狂的孙立强觉
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他把家里安排好
的工作辞了，要去当兵。

万万没有想到，父亲当时没有表态，
但当过兵的爷爷和正当兵的叔叔都反
对，怕孙立强吃不了那份苦。然而，他还
是拗着劲儿参了军。

那年，孙立强第一次上雪山巡线，走
到半山腰便喘着粗气、举步维艰。老班
长来到他身边说：“这都坚持不下来，还
当什么兵？”最后，他被老班长拖着拽着，
手脚并用地爬上了山顶。

那一刻，极目眺望，群山就在脚下，
由近及远，从青而黛。这不曾预期的壮
美，一下子征服了孙立强。他张开双臂
向群山大喊：“雪山，我征服了你……”

青春最高的山峰在心里，人生最大
的敌人是自己。蹚过澜沧江，穿越无人
区，征服了一座又一座高山后，孙立强才
觉得，他征服了曾经的自己。

只有到达山顶，才能看到不一样的
风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他，年少时曾
无数次慨叹过海上日出的壮美。那是一

种有容乃大的气象。
而今，每个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扫过

雪山之巅，怒放的高山杜鹃散发出若有
若无的花香。孙立强俯身凑近轻嗅，在
肺的深处，清香自来。

当兵来到香格里拉，爷爷和叔叔当
初说的苦和累，孙立强都一一体会过
了。从中，他得到了磨砺，收获了成长，
也渐渐体味到父亲说的那句“兵没有当
够”是什么意思。

看世间最美的风景——

这条路上，他们与美丽人生相遇

夏初，香格里拉山脚的坝子绿意盎
然。在上士熊铄灵看来，每天巡线，都可
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清晨可以远眺梅里雪山的朝阳，傍
晚可以欣赏如梦似幻的彩霞。秋天，纳
帕草甸被连片的狼毒花染成红色的海
洋，石卡山下成片的桦树林变成了金色
的世界。冬季来临，香格里拉又披上了
银色梦幻时装。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最美的风景永远
在路上。在香格里拉当兵，熊铄灵不仅看到
了最美的风景，还遇到了相伴一生的爱人。

2017年，即将30岁的重庆小伙儿熊铄
灵有点烦。亲朋好友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对
象，都没成。女孩们一看照片上是个阳光
帅气的军人，又听说他在香格里拉当兵，开
始都挺热乎。可是，交往一段时间后，女孩
们知道他长年在高原雪山巡线，回不了家、
照顾不了自己，就渐渐没了下文。

说来也是缘分。几年前，熊铄灵的
同学给他介绍过一个叫邱琴的美丽女
孩。当时，他连女孩的面都没见到，就直
接被拒绝了。没想到，过了两年，熊铄灵
的小学老师也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居
然还是邱琴！

既然是躲不开的缘，那就见见吧！邱
琴主动提出要来看看熊铄灵。当时，一到
香格里拉，邱琴就被美丽的风景深深吸引
住了。熊铄灵对她一见钟情，可她见到熊
铄灵，却丝毫没有“来电”。用她自己的话
就是：爱上了香格里拉，却没有看上他。

在古城一家名叫“遇见”的民宿门
口，熊铄灵目送女孩打车远去，呆呆地伫
立了很久很久……

那段日子，熊铄灵心灰意冷。那种
酸楚的情绪甚至传染给了连队的狗和兔
子。了解到情况后，连队的战友们都来
给他当参谋，指导员亲自传授恋爱“秘
笈”，就连嫂子们也纷纷为他出主意。

去年 2月，熊铄灵终于鼓足勇气，给
邱琴发了一条信息：“你到底答不答应做
我女朋友？再不答应，我们不耍了！”邱
琴回复：“给我3天时间。”

那 3天，熊铄灵几乎没有睡觉。他
的眼前，全是那个在民宿“遇见”门口远
去的背影。

3天后，他等来了邱琴的电话。挂完
电话，熊铄灵兴奋得手舞足蹈，马上拨通
了家里的电话，“妈，我有女朋友啦……”

今年 1月 23日，回家休婚假的熊铄
灵给连队战友们传回一段微信视频。画
面上，美丽的新娘邱琴挽着军装笔挺的
熊铄灵，站在舞台中央。新娘笑了，他却
哭得一塌糊涂，说不出一句话。

来香格里拉寻找爱情的她，“遇见”
在香格里拉当兵的他，战友们都觉得这
简直是香格里拉的一段佳话。

后来，熊铄灵才知道，自己能和邱琴
喜结良缘，岳父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女
儿犹豫时，邱琴父亲无数次说起“能在那
么艰苦的地方当兵，还干得那么好，这小
伙子靠得住”。

熊铄灵很想让妻子再来一趟香格里
拉古城。他要到那个民宿“遇见”门口，
给邱琴拍张相片，把那种甜蜜的感觉永
远定格在香格里拉。

上士左涛最钟情的风景却是香格里
拉的纳帕海。每年夏天，纳帕海绿草茵
茵，野花竞相开放，雪山、草原、牛羊组成
了大西南的塞上风光。

2016年夏天，身着军装礼服的左涛
站在纳帕海边，举起右手向着香格里拉雪
山的方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的身
旁是一个穿着婚纱的女孩，笑靥如花。婚
纱照定格了一名士兵的最美记忆。

后来，儿子“莽子”出生了，左涛休完
假，又回到香格里拉巡线执勤。“莽子”渐
渐长大，虎头虎脑特别结实。学会说话
后，他常常对着墙上左涛的照片喊“爸
爸”，每次在路上看到穿绿军装的人，也
会边追着边喊“爸爸”。

2018 年 9月，妻子带着“莽子”从贵
州老家来到了连队。在香格里拉纳帕海
边，左涛一家拍下了一张全家福。那天，
纳帕海的风很大，游人很少，天空像大海
一样澄澈，妻子和孩子脸上灿烂的笑，点
亮了左涛的全世界。

在左涛眼里，没有一片海比纳帕海
更美丽。他日夜守护的香格里拉，就是
人世间最美的风景。

其实，每个在香格里拉当过兵的人，
都梦想在这里拍套婚纱照、照张全家福。
香格里拉的风景装扮了他们的青春，官兵
希望自己也成为香格里拉的一道风景。

去年 9月，连队服役期满的 10多名
战士，全部递交了留队申请。

在香格里拉当兵是啥滋味，一千个
人会有一千种答案。或许，有人品出了
苦难的回甘，有人闻到了青春的气息，有
人收获了爱情的甜蜜……但连队所有官
兵都告诉记者这样一句话：“在香格里
拉，待久了就会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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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格里拉当兵是啥滋味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张能华

圣洁的雪山，幽深的峡谷，美丽的草

原，纯净的天空……位于云南迪庆高原

的香格里拉，是无数人“心中的日月”。

在这里，在路上，在四季变换的香格

里拉，旅人会遇见心中的梦境，也会遇见

不一样的自己。

香格里拉有人们想象不出的美，也

有世人想象不到的苦。记者在这里采

访，与一群巡线的官兵相遇。

旅人们转山、转水、转佛塔，官兵们

巡山、巡水、巡线。行走在同一片风景中

的人们，走过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遍地的碎石，翻涌的江水，陡峭的悬

崖……每年，官兵们至少要在这样的“风

景”中徒步2000多公里。

为了履行好军人的使命，他们披荆

斩棘、战天斗地，立万山之巅，笑看风云；

行千丈峡谷，旷达豪迈。

千山万水能蹚，千难万难不愁。对

官兵们而言，爱上这里不仅是因为雪山

和美景，更是因为这里的人和故事。此

情此景，让记者想起一个时尚而浪漫的

说法——诗意的栖居、崇高的坚守。

和这些巡线的年轻官兵在一起，记

者收获的，是一份直抵心灵的感动。香

格里拉的阳光穿透了心，照亮了灵魂。

非独记者，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会

被眼前这群乐观的年轻人深深打动。

去年7月，同行的战友张能华第一次

到这里采访，就被这群官兵深深打动了：这

里缺氧，却不缺精神；尝遍苦累，他们依然

笑对人生……那个夜晚，张能华躺在床上，

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不断浮现着蓝天白

云、巍峨雪山、五星红旗、巡线官兵……

“青青草原，悠悠白云，这儿是神仙居

住的香格里拉。风展旗如画，银线穿云

霞，我爱你我的云端之家。我要爬上那雪

山，采朵白云寄给远方爸妈，儿在天涯，请

不要把我牵挂，这儿就是我的家……”激

情难抑，张能华写下了自己军旅人生的第

一首歌《我在云端有个家》。

这首旋律优美、意境空灵的歌曲，在

网上一上线，点击量就不断攀升。如今，

《我在云端有个家》已经成为这个连队的

连歌，官兵天天都会唱响。

总有一段经历，见证成长；总有一段

岁月，属于青春。

走进香格里拉，走进军营，遇见最美的

风景，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最美的新时代。

遇 见
■本报记者 陈典宏

5 月，遥远的云南迪庆高原，冰雪悄然消
融。香格里拉迎来一年里最好的时节，大批游
客蜂拥而至。

游客把去一次香格里拉作为人生愿望。
然而，长年累月在这里当兵，该有着什么样的
滋味？

走进驻守在这里的四营五连，你会听到这
群负责维护由滇入藏“信息高速公路”的官兵
说，除了美丽，香格里拉还有“狰狞”的一面。

寒风，才是记忆坐标的原点——新兵们忘
不了，头一次来这里，晚上睡觉盖两床棉被还
被冻得瑟瑟发抖；老兵们记得，有一次他们不

得不拆床板挡住窗户，因为玻璃根本扛不住那
么强烈的风。

这里没有路标，却有方向。高海拔、高寒、
缺氧构成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艰苦孤独伴随着
他们的每一天，但青春依然在跋涉中循着使命
赋予的方向，坚定远足。

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写道：
“太阳最早照耀的地方，是东方的建塘，人间最
殊胜的地方，是奶子河畔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的奶子河畔，不是五连官兵的故
土。但是，这群年轻的巡线兵毫不掩饰自己对
这片土地炽热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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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走在雪山巡线路上。 睢心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