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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东经 116.38度，北纬 39.90度——这
是哨兵李峯霖执勤的坐标点。

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地理坐标有
着非凡的意义——这里，是北京天安
门广场。

从哨位向正南方望去，五星红旗正
在晨光中冉冉升起。游客们举着手机
记录下这庄严的时刻，而身在哨位上的
李峯霖，则用眼睛和心，将这一刻再次
定格。

2019 年 7 月 30 日凌晨 5：10，李峯
霖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金水桥上，观看
升旗仪式。

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鲜

艳的五星红旗，聚焦在威武的国旗护卫
队身上。但哨兵们依然会拿出最佳状
态，把身板挺得更直，仿佛自己就站在舞
台中央。

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还没有哪一
个地方像天安门广场这样“吸睛”——每
天会迎来数以万计的中外游客，时常会
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

李峯霖所在的武警北京总队天安门
地区支队，担负着整个天安门地区的执
勤任务。如果把天安门广场比喻为祖国
的“心脏”，这群年轻的官兵便是守护“心
脏”的哨兵。

八一前夕，记者在夜色中随这群年
轻的士兵走上了执勤哨位。

“你见过凌晨1点的

天安门吗”

天安门广场上的大灯，在哨兵居仁
鑫的皮鞋上投射出一个闪亮的光点。每
次上哨前，他都会将皮鞋擦拭一遍。

此刻，居仁鑫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
东侧。从他的哨位向北望去，凌晨 1点
的天安门广场正经历着一天当中短暂的
宁静时刻。

白天熙熙攘攘的人群退去后，居仁
鑫的视野分外开阔：广场上灯火辉煌，长
安街上车流不息，金水桥两旁零星站着
彻夜守候等待升旗的游客，天安门城楼
下是站同一班岗的战友……

灯光将居仁鑫的影子拉长，与他
站得笔直的身体形成了一个好看的
夹角。每次站凌晨的哨，居仁鑫都会
欣赏到天安门广场的另一种美：“那
是一种安静、祥和的美，很容易让人
心思沉静下来。”

毕竟，不是谁都见过凌晨 1 点的
天安门广场，也不是谁都有机会如此
近距离地欣赏广场的另一面。

今晚与居仁鑫站同一班哨的是朱
进。这个刚刚当兵第二年的小伙子觉
得，因为站在了这里，他“比同龄人思想
更成熟一些”。他把“成熟”的原因归结
到身旁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天，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望着高
大的纪念碑兴奋地叫着跑了过来，不小
心误闯进了纪念碑周围的缆索。朱进刚
想转身提醒，小女孩的妈妈已经抢先一
步把小女孩抱了出来，并做出一个嘘声
的手势，轻轻地说：“小点声，烈士们正在
休息呢。我们只能远远地看，不能去打
扰他们。”

听到这番话，朱进不由地回头望了
望身旁的纪念碑。他是第一次听到有人
这样向孩子介绍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
从那一刻开始，他觉得纪念碑浮雕上那
些与他年岁相仿的年轻人，距离今天并
不遥远。

一队工人从广场中央走进西侧的临
时围墙里。这段时间，天安门广场正在
为迎接祖国70周岁生日“盛装打扮”。

这样的场景，给凌晨这班哨增添了
些不同的意味。

与天安门深夜的安静相比，居仁鑫
更喜欢白天的热闹。虽然白天的执勤难
度更大，但他觉得“人声鼎沸的天安门广
场更有味道”。

什么样的味道？
“因为有了先烈的牺牲，才有了今天

的和平。”居仁鑫说。
站在这里，居仁鑫和战友们见证了

许许多多人与纪念碑的不解之缘。
几天前，一位老人在家人的搀扶

下，从轮椅上站起来，面向人民英雄纪
念碑庄严敬礼。正在附近执勤的王震
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位老人正是
习主席刚刚接见过的全国退役军人杰
出代表张富清。

远远地，王震看见，张富清老人举
起右手。这个颤抖的军礼让王震更加
明白守护的意义，“在张老敬礼的那一
刻，感觉有一种使命真真切切地压到了
我的肩上”。

“你看看这一身汗，

爹妈看了得多心疼”

在天安门支队，时间以两小时为界，
被等份切割。凌晨 1点 50分，到了换岗

的时候。
记者跟随哨兵郑绪臣，来到灯火璀

璨的城楼下的哨位。
一座城楼，将哨兵们的夜晚一分为

二。天安门城楼前的射灯，在夜色里雕
刻出整座城楼的全貌。

灯光雕刻出两个清晰的轮廓。郑绪
臣和战友詹朋鹏像两尊雕像，一动不动
地站在那里。

连续几天，北京发布高温预警。即
使是没有太阳照射的深夜，空气里仍飘
荡着挥之不去的闷热气息。不过，郑绪
臣仍然觉得满足，毕竟，夏天凌晨的 2点
到 4点，比起大中午的 12点到 14点，已
经“温柔”许多。

这里的哨兵，每个人都曾被正午的
烈日晒到“怀疑人生”：汗水顺着帽檐滑
进眼眶，刺得眼睛生疼；热力经由双脚，
从炙烤过的大地传导而来，“感觉自己和
烤肉之间只差一撮孜然”。

一到冬天，迎面吹来的寒风像刀
片一样刮着哨兵的脸。厚厚的军大衣
和棉靴挡住了正面袭来的严寒，却挡
不住从地面透上来的寒冷。通常，不
到半个小时，脚就被冻僵。下哨时，迈
开步子那一瞬间，“觉得腿脚都不是自
己的”。

北京夏天的热、冬天的冷，没有谁比
他们更有发言权。

夜幕之下，天安门城楼地区成了游
客的“真空区”。即便如此，哨兵们仍保
持着高度警惕。

郑绪臣还记得 2015 年自己第一次
上哨时的情景，“紧张得不行，整个人绷
得像一张拉满了的弓”。4年过去了，紧
张已经成了他上哨的一种习惯。不过，
紧张的内核早已随着执勤经验的累积发
生了质的变化。

营区的篮球场上，总是能捕捉到郑
绪臣的身影。学体育出身的他，喜欢在
高强度的执勤任务之后，用一场同样高
强度的运动来放松自己。“如果退伍了，
就当个健身教练，最好能拥有一家自己
的健身房。”这是他偶尔会盘算的未来。

送郑绪臣参军入伍时，父亲一直没有
说话，只是不停地点头。直到第一次休假
回家，郑绪臣才知道了父亲点头的含义。

“父亲告诉我，点头就是‘能行，能
行，我儿子干什么都能行’的意思。”说到
这儿，郑绪臣的眼眶红了。当兵到现在，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穿着军装和爸妈在天
安门前合个影。

此刻，凌晨 2∶30，不知望向远方的
他，是不是又想起了父亲的那句话。

与郑绪臣相比，詹朋鹏的内心多了
一点纠结。

站在哨位上的他，眼睛睁得溜圆。
灯光映射进他的眼睛，好像投进了清澈
见底的湖水。

这眼神是詹朋鹏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之一。眼神里的自信和坚定，不是天生
就有的，而是经过了阳光分分秒秒的考
验。新兵训练结束时，他已经可以在刺
眼的阳光下圆睁双眼 3分钟，“眼泪流出
来都没察觉到”。

詹朋鹏很想让爸妈看看今天自己的
眼神。可是他又不想让爸妈看到执勤时
的自己，“怕他们会心疼”。

每一个在天安门地区执勤的哨
兵，内心或许都有着这样的矛盾。他
们听得最多的是游客们的称赞——
“你看这战士站得多直”“哨兵叔叔真
帅，长大了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小伙
子，谢谢你”……

有时，一句话也会戳中泪点——一
位老大爷曾感叹：“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
啊！你看看这一身汗，爹妈看了得多心
疼……”

母亲心疼的泪，父亲的欲言又止，恐
怕是每名哨兵心中的隐痛。

2018年两会期间，无数目光聚焦天
安门广场。担任天安门广场地区礼兵哨
的詹朋鹏也成了媒体的焦点。一扫而过
的镜头，通过电视信号传回了安徽淮南
老家。

父母激动地打来电话，而詹朋鹏则
一个劲儿地傻笑：“你们终于看见我了！”

“在茫茫的人海里，

我是哪一个”

晨曦微露，聚集在金水桥两侧的游

客越来越多。哨兵李峯霖走下哨台，将
哨台推到一边，把金水桥中桥的路让出
来。

再过半个多小时，国旗护卫队将从
这里昂首阔步走过，穿过长安街，直达国
旗杆下。

李峯霖所在的武警北京总队天安门
地区支队金水桥中队，护卫着这五道汉
白玉桥周边的安全。清晨，这里是最先
遇见游客的哨位之一。

因为是五道桥中最中间的一座，中
央的金水桥哨位又被大家称作“C位”。
站在“C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李峯
霖说，就好像是一场演出，“我就是站在
舞台中央的领衔主演”。

李峯霖喜欢在夏天里站这一班哨，
“那种迎接第一缕阳光的感觉让人振
奋，看着沐浴晨光的一切又让人安心”。

第一缕阳光是温柔的，也是短暂
的。很快，毒辣的阳光就会直射在没
有任何遮挡物的金水桥上。哨兵们
的皮肤都黑到发亮，但谁也不会在
意。脸上、胳膊上的“广场红”、脖子
上的“V 字领”都被他们视作一种骄傲
的存在。

入伍前，李峯霖曾跟随旅游团来
过一次天安门广场。在广场的每一处
地标建筑物前“打卡”后，他又特意选
了天安门金水桥前的哨兵作为拍照的
背景。

那是 2012年，“正能量”这个词刚刚
在网络上流行起来。李峯霖觉得，照片
里帅气的哨兵就是“正能量”的“代言
人”。

旅行归来两个月后，李峯霖跟随梦
想参军入伍；又过了 3 个月，李峯霖发
现，自己的新兵班班长，竟然就是金水桥
照片背景里的那个哨兵！

这充满了戏剧性的情节，对李峯霖
和战友们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就在此刻，身上洒满晨光的他，又成为了
游客拍照的背景。

他站得离人群如此之近，甚至听
见一位大叔说：“一定要把战士也拍
上。”

曾经红遍网络的“雪中站岗照”和
“雨中让伞照”的主人公，都是李峯霖的
战友。“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平常了。”大
队教导员彭凯说。

不过，对于士兵们来说，能以这样的
方式成为“网红”，成为别人照片里的风
景，也让他们从另一个维度体会到自己
的重要性，那种“强烈的被需要感”让每
个人都找到了价值所在。

李峯霖注视着国旗冉冉升起，也看
到在国旗之下男女老少此时的崇敬表
情。在这样的时刻，李峯霖对“国家”的
概念认识更深，也“真正意识到自己与祖
国的联系”。

那年除夕夜，轮到李峯霖站岗执
勤。大年三十晚上，举家出行的游客越
来越多。看着长安街上来来往往的车
辆，李峯霖忍不住猜想，车里有多少人正
在为梦想而来。

在李峯霖看来，实现价值的方式有
很多，为祖国站岗只是其中一种。“虽然
每天执勤看起来有点单调枯燥，可总归
需要有人去做”。

旭日中，国旗在旗杆顶端随风飘
扬。国旗护卫队穿过天安门城楼，队员
们又唱起了那首《祖国不会忘记》。那是
一种强劲的律动，好像祖国热烈跳动的
脉搏。

歌声和着长安街上越来越多的车
流声、欢笑声飘进李峯霖的耳朵里。
他也在心中唱了起来：“在茫茫的人
海里，我是哪一个……山知道我，江
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
我……”

版式设计：梁 晨

“我的岗位在北京天安门”
■中国军网记者 孙伟帅 向晓昕 孙 萌 通讯员 魏 威

我们，在这里站岗，送走
落日，迎来朝阳。

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
时，每时每刻每个哨位上，都
有中国军人。他们在这里，
为国家安宁保驾，为人民幸
福护航。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
周年之际，军报《军营观察》版
联合“军报记者”微博微信，推
出融媒体特别报道“我为祖国
站岗”，致敬共和国军人。

更多图文、视频及H5产
品，请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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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火了一首“老歌”——《我

和我的祖国》；火了一句话——我站立的

地方是中国。

此刻的你，站立在哪里？

一身戎装的江苏小伙居仁鑫，笔挺

地站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他的身边，

拥簇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他的身后，

矗立着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距离天安门广场1340公里外，丘

文斌带队巡逻在三峡大坝上。他欣赏着

“高峡出平湖”的壮观，也经受着常人难

以想象的艰苦。

碧波环绕的西沙中建岛，位于天安

门广场以南2700多公里。烈日下，20岁

的欧逸超接过“天涯哨兵”的钢枪，他希

望用青春守卫心中的“诗与远方”。

从天安门广场出发，西南偏西3700

多公里，90后东北小伙汪盛，站在世界

最高人控雷达站甘巴拉向东眺望，仿佛

“踮起脚就可以碰到蓝天”。

西距天安门广场4000多公里，喀喇

昆仑之巅空气稀薄，陈杰抿着干裂的嘴

唇，从天文点哨所的营房爬上海拔5390米

的哨楼。短短300米，他走了近50分钟。

在地图上没有标识的大山深处，李登

峰脚踩乱石滩，护卫导弹阵地。这里日照

时间很短，每一寸光阴都在追赶阳光的脚

步。仿佛与世隔绝，抬头只见“一线天”，

但他觉得“守着大国重器，特别酷”……

放眼神州大地，在每一个你知道或

不知道的地方，都有这样一群人在坚守。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之际，

一个个不同的哨位上，一张张不同的青

春脸庞，用洪亮的声音喊出同一句话：

“祖国放心，我在这里！”

如果我们将镜头拉近，你会发现这

一张张面孔如此鲜活生动——

他们是相似的——清一色黝黑的

皮肤、明亮的眸子、帅气的军装。很多

时候，人们只是把他们统称为“兵哥

哥”。

他们又是熟悉的——哨位上的那个

人，或许就是你的亲友、同学。边关有风

吹过，正在站岗的他，也曾想起当年与你

一起踢球时，带起的那一阵风。

他们是寂寞的——他们的驻守之

处，很多是蛮荒之地。即使身在闹市，那

份热闹也没有一刻属于他们。

他们又是快乐的——在寂静的边

关，在繁华的都市，安宁处安宁，热闹处

热闹，一切皆因有“我”。

他们是平凡的——和许许多多的年

轻人一样，假日里他们也喜欢熬夜打游

戏，喜欢自拍、旅行……

他们又是非凡的——穿上了军装，

扛起了钢枪，他们的青春注定与众不同。

在天安门广场采访，几乎所有的执

勤官兵都这样告诉记者：“看着络绎不绝

的游客，我觉得真值！”

和平与安宁，需要有人用战斗的姿

势来坚守。无论身处高原戈壁或是边防

海岛，他们的身后有家人朋友，有老师同

学，有即便不相识也是使命所系的十几

亿人。这，正是他们坚守的理由、强大的

后盾。

“祖国放心，我在这里！”

这是共和国军人对祖国最深情的告

白，也是对人民最庄严的承诺。

祖 国 放 心 ，我 在 这 里
■中国军网记者 孙伟帅

夜幕下，守卫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哨兵。 栾一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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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报记者”微博带

你听歌曲，领略天安门

广场哨兵的春夏秋冬

H5产品

特稿产品

“34号军事室”微信公

众号带你一起观察中国军

营，感受人民军队成长脉动

孙伟帅 高立英

张洪涛 栾一帆

万卓成 孙 萌

王云苗 向晓昕

栾一帆 李 超

军网小伙伴带你和官

兵一起站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