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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啊，西瓜大

又甜呀……”

穿过风城，越野车疾驰在广袤无

垠的戈壁深处，一路向北，划破大漠苍

穹，直奔阿勒泰。

眺望夕阳的足迹，天山雪峰映着

余晖。即将穿上戎装的我，一时还参

不透它无言的寄语。

颠簸近五个钟头，阿勒泰街道上

的霓虹灯终于闯进了视野，恰如点点

星辰般耀眼。汽车徐徐开进分区大

院，迎接我们的是军务参谋老张，一束

灯光照在他脸上，映射出一种老边防

的刚毅。

茶余饭后的唠嗑，聊理想、聊当

下，不知不觉聊到了老张身上。瞧

着他脸上一道道岁月留下的痕迹，

还有那双握起来有些扎人的“老茧

手”，懵懂中我们开始好奇他都经历

了什么。

老张有些絮叨，说他已经在这里

待了快20个年头，当兵、立功、提干，班

长、主官、参谋，恋爱、结婚、生子……

他的经历一如他留在千里国境线上的

足迹，深浅不一、坎坷不平。

那年初春，当时还是小张的老张

孤身一人背起行囊，乘汽车向边防连

进发，路上的积雪越来越厚，无奈，只

得换乘哈萨克族老大爷的马车，顶着

风、摸着路，他踉踉跄跄进了哨所。

刚过一宿，扛着一道杠的他，被编

入巡逻队。初次骑马的新鲜劲儿只逗

留了半天，硬邦邦的马鞍隔着棉絮磨

得他大腿生疼，巡线一圈，脱皮两块。

老张说，现在回想起来，那点罪算个

啥，但当时年轻，心里总有些解不开的

疙瘩。

夜已深，我脑海里萦绕着这位老

兵未完待续的故事，期待着即将开启

的军旅时光能更加丰富多彩。天蒙

蒙亮，老张把我们叫醒说“该出发

了”。下一站，我们即将前往可可托

海镇。

途中，老张看我盯着窗外发呆，他

递给我一支烟，我笑着摆手。“不抽烟好

啊。”他长吁一口气说，他是在边防连时

开始学抽烟的，那个年月边防哨所条件

比不上现在，乏了累了抽支烟缓缓劲

儿，要是想家了，或是受了委屈，抽支

烟，心里也没那么难受了。

坐在勇士车后排，摇晃着沿环山

路绕了几十道弯儿，若不是一位放牧

人赶着羊群悠闲地晃荡在山岗上，真

觉得自己被拉进了无人区。

晌午时分，车缓缓驶出大雾弥漫

的山谷，终点站到了。可可托海，一

座与内地村庄相差无几的边陲小镇，

一条主干道撑起整条街，饭馆、商店、

旅社……一目了然。县人武部位于

镇东北角的一块坡地上，院落不大，

除了两层的办公楼和招待所，还有一

个篮球场。

“我在这里待了5年呢。”老张回

忆，在边防一线，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

性关节炎，组织只好把他调整到武装

部任职。

刚到武装部时，由于缺乏在少数

民族聚集区工作的经验，上级很少

派他处理军民关系事宜。好不容易

遇上征兵宣传任务，老张与一位参

谋到镇上矿区进行政策讲解，可哈

萨克族群众不太认识汉字，他就一

字一句讲给群众听……那次经历，

让老张结识了几位哈萨克族朋友，

至今还有联系。

那天晚上，老张拿了几本书给我，

交代我到了部队有空就复习功课，有

机会争取考上军校。

“您是为啥来当兵呢？”我接过书，

好奇地问。

“那会儿家里穷，姊妹多，我是老

大，早出来早帮家里分担！”老张又点

了支烟。

“这么多年了，您没想过回去？”

“想过，咋没想过！可时间拖久了，

又觉得离不开这儿了。”老张眉头紧锁，

捻灭烟头，端起茶缸咕咚咕咚几口。

老张说他单名一个“亮”字，当初

是为了“小家”才远赴他乡，如今是为

了“大家”而不忍离去—祖国边疆需

要有人守卫，驻地建设需要支援，军民

共建也很迫切。

那是在15年前的一天，老张带队巡

逻，途经一处石头土坯房，里面住着哈萨

克族四口之家。灰暗的煤油灯下，两口

子围着火炉煮着汤，两个孩子没有棉衣

穿，冻得裹着被子。临行前，老张把自己

的备用棉衣留给了这一家人。

如今，他已经在边疆深扎了根，他

把心也留在了这里。这就是一名边城

老兵的情怀，一个老边防的家国担当。

张亮，我记住了这个老兵的名字。

西北边城，他戎装伫立的样子，至

今印在我的脑海。

边城老兵
■本期观察 颜士强

从八闽高山到海岛前哨，在东部战
区海军某观通旅绵延上千公里的海岸
线上，美丽的故事串成相思的红豆，等
待人们采撷。

这些故事有心酸有泪水，但更多的
是“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的执着与
坚守。“爱”这个字，可能会隔万水千山，
对海防雷达军人而言，有爱陪伴已足够。

12年婚恋，10个城市，2

座高山，2座海岛——

唯愿与你携手

从 18 岁到 30 岁，从同学到夫妻。
12年婚恋，一起走过 10个城市，守过 2
座高山、2座海岛。在胡顿眼里，他对妻
子徐璐亏欠太多。太多的“下次”，让承
诺就像“空头支票”无法兑现。

胡顿是某海岛雷达站一名基层指
导员，他与徐璐是高中同学。毕业后，
他读军校，她去了地方大学。四年异
地恋，将他们的爱情萌芽催化为彼此
依恋。大学毕业那年，胡顿接到通知
要去徐璐所在城市参加培训，一时间
激动不已。

两人约好了见面，胡顿请了 5个小
时的假，从早上 9点到下午 2点。城市
太大，他们相约在地铁某个站点见面。
为了这次见面，徐璐一大早就出发了。

见了面，胡顿才得知，徐璐刚做完
阑尾炎手术。由于手术后时间不长，徐
璐看起来很虚弱，脸色也不太好。她笑
得拘谨，他的心却一直揪着。

那天，他俩在地铁站附近吃了点小
吃，不过半小时便又上了地铁。徐璐坚
持要送他回去，这样她还能和他在一起
多待 2个小时。地铁上，两人的话很少，
只是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相遇是缘，个中情愫万语千言难说
尽。这一次见面，让两颗心紧紧连在一
起，胡顿暗暗下定决心：牵手，就要牵一
辈子。

观通部队地处高山海岛，担负 24小
时战备值班任务。因为执行紧急任务，
胡顿 3次推迟婚期。婚礼当天，胡顿既
当新郎又当司仪，自己主持自己的婚
礼。“军人把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感谢
你一路相伴……”婚礼上，那个感动得
哭花了妆的新娘，美得格外动人。

这对“90后”夫妻没有蜜月。婚礼
后，由于连长家有急事临时休假，身为指
导员的胡顿必须保持在位。腊月廿九那
天，他在营门口牵过来队探亲徐璐的手，
直到正月初六他把她送上前往机场的汽
车。两人在营区过了年，没有出去逛过
一次街，要不是连队里搞了几次春节活
动，他们甚至没感受到年味儿……但彼
此的陪伴，让两人感到幸福而温暖。

徐璐后来才明白，嫁给军人就意味
着付出与坚强。怀胎十月，她独自一人
去产检。因为怕胡顿担心，她总是报喜
不报忧。

儿子出生后，胡顿调离了驻守的高
山，奔赴离家更远的海岛。徐璐独自一人
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跋山涉水去探亲。

一次，当她到达海岛已是傍晚。吃
完饭，他们一家三口坐在家属房旁边的
矮墙上静静眺望远方的大海，小两口有
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常。18岁的战士
路明看到这一幕，偷偷用手机拍下这珍
贵而温馨的画面。

徐璐看到照片后露出一抹浅笑，
那笑容明媚一如初见——照片上的他
们，只有剪影的轮廓，身后是苍茫一色
的海天，穹顶低垂，岁月在这一刻显得
如此温柔，时光静静描摹着团聚的幸
福模样。

后来，这张照片成为徐璐手机的
屏保。

离别的时刻，胡顿将妻儿送到码头。
船开启的那刻，徐璐在甲板上一边擦眼
泪，一边举起孩子的小手轻轻挥动。胡顿
笑着目送他们离开，可就在船离开视线的
那一瞬间，这位指导员当着战士们的面，
慢慢蹲下身子，哭得像个孩子。

这样的失声痛哭，他和她都曾有
过。在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理由，只

是他们都不想让对方担心，因而选择了
藏起脆弱。

等儿子又长大一点，徐璐带他前往
另外一座小岛看望胡顿。这次，等待她
的是 7个小时动车、3个小时客车、5个
小时轮船的长途跋涉。每一次团聚都
不容易，每一次，他们母子都需要把“海
陆空”体验个遍。

胡顿明白，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
事情将永远无法弥补……所以他一直
说，徐璐比他勇敢。

所谓家人，就是彼此的支持与成全。
他们给儿子起名叫“与之”，正如他们把最
好的年华给了彼此。而岁月给予他们的，
是不渝的爱情和丰厚的人生底色。

吃苦算什么，一家人平平

安安在一起就是福——

无尽暖意在相思

东部战区海军某海岛雷达站，二级
军士长、雷达技师何春林，至今已在海
岛待了 22年。聊起他们的故事，何春林
的妻子范文琳笑着说，她是被何春林
“骗”来的。

范文琳和何春林是相亲认识的。
他俩认识那会儿，何春林已在岛上驻
守了 10 年，范文琳就在与小岛隔海相
望的某沿海城市工作。作为“老乡”，
他们理所当然地被热心朋友撮合到了
一起。

第一次见面，范文琳对何春林挺满
意。回到岛上的何春林，对她展开了猛
烈的“电话攻势”。在何春林的诉说中，
岛上的海是湛蓝的，岛上的花是芬芳
的，连空气也是清新的不得了。

范文琳说了好几次想上岛看看，何
春林总说，再等等……又过了一年，范
文琳等不了了。

得知这个消息，不仅是何春林，站
里的官兵都紧张坏了：班长好不容易
谈个对象，可千万不能“黄了”啊！战
士们一齐上阵收拾干净一套家属房，
还摘了一簇野花插在罐头玻璃瓶里，

摆在桌子上。
范文琳上岛那天，风浪特别大，船

摇晃了 6个多小时。上岛后，好不容易
缓过神来，她才开始认真打量起这个电
话里的“世外桃源”——野草丛生的小
岛，小鸟在地上蹦跳，一点也不怕人；推
开家属房，潮湿的环境让墙面上挂满水
渍；房间里的一簇野花却让她眼前一
亮，给人无尽暖意。

何春林带她爬上山顶，来到一块巨
石旁，那里是岛上信号最好的位置……
范文琳这才知道，每次何春林给自己打
电话都要爬 20分钟的山，这让她既感动
又心疼。

下岛的那天，何春林鼓起勇气问
她，“还想和我继续谈吗？”范文琳笑着，
反问他：“你说呢？”

回到家，范文琳对父母说：“能在那
个岛待十几年，一定是踏实人，我嫁给
他心里踏实。”

在亲人、战友的祝福声中，他们结
婚了。一年后，范文琳怀孕了，她选择
辞掉工作回到山东老家。她对他说：
“老家有父母能帮衬，你安心守岛。”

儿子两岁那年，范文琳第一次带
着儿子上岛来看爸爸。小家伙刚上
岛，就冲着身着军装的雷达站站长焦
俊叫了一声：“爸爸！”范文琳赶紧抱起
儿子，不好意思地解释：“孩子太小，只
认军装……”
“嫂子，守在这岛上的军人，几乎都

被叫错过。”焦俊也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岛上军娃的爸爸有个共同的名字——
‘雷达兵’嘛。”

两年前，范文琳再次怀孕了。得知
消息，何春林一晚上抽完了 3包烟，第二
天一早他打电话给她：“这个娃咱不要
了，你太苦了。”电话那头，范文琳带着
哭腔：“你不要我要。”

谁能不想要孩子呢？雷达站战友
都知道，何班长是个“炫娃狂魔”，一有
空就给战友们看儿子的视频。范文琳
怎会不明白，何春林是想着她独自一个
人拉扯两个孩子，太辛苦……大儿子小
时候得了肺炎，范文琳一个人抱着孩子

深夜赶往医院，3天 2夜没合眼。孩子
病情稳定了，她自己却病倒了。

因为爱，甘愿为彼此付出……不
久，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范文琳
肩上的负担更重了。

一天，范文琳在家陪着刚满周岁
的小儿子，等着 7 岁的大儿子放学回
家。突然，窗外下起瓢泼大雨，她拿起
雨伞，抱着小儿子去接大儿子。半路
上，范文琳隐约看到大雨中一个瘦小
的身影瑟缩地走着……她抱着弟弟不
顾一切飞奔到哥哥身边，弟弟也好像
察觉到了什么大哭着。

那一刻，范文琳和孩子们紧紧抱在
一起，她早就分不清脸上是雨水还是泪
水……“那次以后我心里非常自责，再
苦也不能苦了孩子，我这个做母亲的应
该为孩子遮风挡雨。”范文琳说，吃苦不
算什么，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就
是福。

范文琳眼中的丈夫，是个“实际”的
人：“别人都挑喜庆日子发个微信红包，
他偏不……有一年，春林在‘五一’那天
给我发了 1000元的微信红包。”聊起这
件事，范文琳笑得前仰后合。
“哪有劳动节给老婆发红包的？”说

着说着，她的眼角眉梢，再次荡起幸福
的笑容。

从艳阳高照的南方到大

雪纷飞的北方，“鸿雁”翻山

越岭传递思念——

风雨同舟青梅情

“记得送我当兵那天，我爱人扎着
个红头绳。”谈及妻子丁芳，某高山观通
站二级军士长温海涛笑容腼腆。
“我要去当兵了，再会了。”1996年，

17岁的温海涛兴高采烈地同村里的小
伙伴们告别。上车之前，他忍不住回头
看了一眼，人群中一个扎着红头绳的姑
娘格外显眼。
“丁芳，近来可好。我在部队很好，

就是有点想你们。”从艳阳高照的南方

到大雪纷飞的北方，还好有“鸿雁”能翻
山越岭传递思念。

入伍第 3年，温海涛第一次休假回
家。穿着一身笔挺军装，他故意从丁芳
家门口走过——他听说自己离开的这
些年，很多人给丁芳介绍对象，但她都
没同意。

归队前一天，温海涛敲开了丁芳家
的大门：“你愿意等我吗？”丁芳涨红了
脸点了点头。从此以后，邮递员的自行
车铃声，成了丁芳生命中最动听的旋
律。

温海涛没想到，再一次见到丁芳是
在白雪皑皑的岗位上。丁芳也没想到，
温海涛在信里说了许多美好，唯独没提
部队的艰辛。

征得父母同意后，丁芳穿上高跟鞋
和一件为过年准备的新大衣，寒冬腊
月，独自一人坐着拖拉机颠簸到离村最
近的镇上，接着又坐了 3个小时的汽车
前往市里，再换绿皮火车，7个小时后，
她抵达温海涛所在的小城。

不知道温海涛所在部队的具体地
址，丁芳只记得他说过“在火车站旁边
的山上”。她想拦车，可天阴沉沉的，一
听说要上山，司机都连连摆手……望着
山顶，她咬牙决定自己走上去。

天空开始飘起雪花。丁芳一路走
得踉跄，只听“嘭”的一声，高跟鞋鞋跟
断了，她索性把另外一只鞋跟也磕断继
续走。越往山上走，雪越大，路越滑，10
多公里山路，她走了4个多小时。

门岗值班战士看到一个姑娘迎着
风雪走来，她说了句：“同志，我找温海
涛。”这个小伙子瞪大了眼睛，转身就飞
奔到温海涛宿舍。得知消息，温海涛三
步并作两步跑向门岗，看到正在风雪中
瑟瑟发抖的丁芳，他的心，仿佛有重锤
砸落。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北风凛冽，

丁芳双手冻得通红，却还在试图整理自
己被风吹乱的头发……此情何辜！温
海涛站在风里，激动地说不出一句话。

回到家乡，丁芳开始向隔壁嫂子学
习织毛衣。那阵子，她的脑海里全是那
片冰天雪地中，温海涛握住她冰冷双手
时的温暖一幕。

当丁芳织给温海涛的毛衣被穿起了
球时，他们二人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
2003年，温海涛和丁芳领了结婚证。

那些年，由于温海涛的母亲一直卧
病在床，家中相对拮据，他根本没有能
力置办一场婚礼。两人领完证，丁芳收
拾了行李便搬去了温海涛家。丁芳的
父母心疼这个独生女，劝了她好多次。
可丁芳是个倔脾气，嫁人后每天起床就
下地干活，几年间，她学会了育苗、插
秧、施肥、打药……

2005 年，他们补办了酒席，两家亲
戚简单地吃了顿饭，温海涛用自己省吃
俭用的钱给丁芳买了第一件礼物——
一枚金戒指，这枚戒指，丁芳一直戴着
舍不得摘。

那年，丁芳即将临产。离预产期还
有大半个月时，温海涛突然接到执行紧
急任务的通知。那个清晨，他下了夜
班，丁芳虚弱却温情的声音从电话那头
传来……他才知道女儿早产的消息。
挂断电话，温海涛脸上挂满泪水。

后来，丁芳随军到了温海涛所在的
城市。5年前，他们用辛苦攒下来的钱
在山脚下付了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终于
有了属于自己的家。那天温海涛下厨
做了一桌子的菜，他穿着那件已经褪色
的毛衣，看着丁芳和女儿若曦二人脸上
灿烂的笑容……温海涛觉得自己就是世
上最幸福的人。

23年，温海涛把自己献给了无言的
大山，丁芳没有对他提过任何过分的要
求。但他知道，妻子一直有个心愿：想
拍一张婚纱照。

几周前，温海涛早早向站里领导报
告，报名参加了旅里组织的“集体婚
礼”。他知道丁芳一直以“军嫂”这个身
份为荣，他要给丁芳拍一张最有意义的
婚纱照。

版式设计：梁 晨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
—走进三个海防雷达站的军人家庭

■张容瑢

军人也有军人的“七夕”，因为军人自有军人的爱情。

曾听说，一位姑娘去高原部队看望她的“兵哥哥”。从

北京到部队，辗转十多天，终于见到了执勤归来的他。姑娘

高原反应，在哨所躺了两天，等她身体恢复一些，他又受领

新任务出发了。短暂的相聚，两人在一起说的话加起来也

没多少。告别哨所时，姑娘却说她这一趟来的值得。

每一个戍守边防的军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

的身影。边关军人的爱情，总是隔着千山与万水。他和

她，即使相见也是那么的匆匆，继而期待下一次重逢。没

有哪一种爱情，对离别体会得这样真切，对相聚又是这样

珍惜。

边关军恋中，忍顾鹊桥归路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

的故事就如一本书里所写：“这世界有人的爱情如山间清

爽的风，有人的爱情如古城温暖的阳光。但没关系，最后

是你就好。”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高山海岛，走进三位海防

军人的爱情。 ——编 者

你坚持你的守望，我执着我的信仰，即使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
你我依旧幸福徜徉。

蜜胡顿与儿子沐浴晚霞。
蜜范文琳与何春林一家享受短暂相聚时光。

蜜
温
海
涛
与
丁
芳
一
家
人
。

边 关 风

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七夕”特别报道·边防恋歌②

蜜团聚的船票与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