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的帕米尔，仍是冰封雪裹，但
绽放在风雪中的青春之花，五彩缤纷。

一年多前，驻守这里的新疆军区某
边防团迎来首批戍边女兵。16 个姑
娘，大多数是“00后”，平均年龄只有 19
岁。除 2名新疆籍战士外，她们的家乡
都与帕米尔相隔数千里。

走进女兵排宿舍，一股青草香气迎
面袭来。丛丛簇簇的多肉植物、异香扑
鼻的薄荷、含苞待放的丁香……品种丰
富、青葱可爱的盆栽，让人顿感温馨与
舒适，给铁打的营盘平添一分柔情。

女兵排排长吾丽娅提说，高原缺
少绿色，这些花儿都是女兵们从家乡
寄来的。

青春如花，不同的青春旅途拥有不
同的底色。青春亦如纯白画纸，不同的
青春经历描绘出不一样的风景。

这些年轻女兵，从穿上军装那一
刻，青春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青春是自信培育出
的勇敢

“300米，200米，100米。”训练场上
的助威声越发响亮。

来自四川的女兵何文娟一马当先，
冲过 3000 米跑终点，把同组竞赛的男
兵甩在了身后。

拿下小组头名，这位女兵的“强悍”
令战友们大吃一惊。

一年前，初入军营的何文娟身形瘦
小、外表文静，连 800 米跑都跟不上队
伍。连队组织 3公里跑考核，战友们一
个个从她身旁跑过，她越落越远……

成绩垫底，让天性要强的何文娟失落
至极，一连几天夜里都睡不好。
“排长，我的 3公里跑不合格，这可

怎么办？”终于忍不住，何文娟在宿舍里
对排长吾丽娅提哭了。

吾丽娅提拍着她的肩膀：“既然选
择了高原，选择了当兵，就要对得起这
身军装。勇敢一点，自信一点！”

第二天，太阳像往常一样升起。这
一次，阳光驱散了阴霾。

何文娟睁开双眼，脑海里便闪过吾
丽娅提的话。从那天起她鼓起信心，“能
力不够就用努力来凑”，训练场上时常能
看到这个“00后幺妹”挥汗如雨的身影。

2个月后的一天，在外地驻训的吾
丽娅提，收到何文娟发来的一条信息：
“排长，告诉你个好消息，我 3公里跑合
格了！”那一刻，吾丽娅提一下子把手机
摁在胸前，开心地笑了。

高原训练，需要付出比平原地区更
多的努力。为练强腿部力量，每次训
练，何文娟都悄悄给自己加码。
“海拔 3500多米的高原，在小腿绑

上沙袋奔跑，相当于加倍负重……”吾
丽娅提说，正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
儿，何文娟摘掉了“体能困难户”的帽
子，从排尾跑到排头，她跑赢了自己。

去年夏天，半年考核，由于在之前的
训练中损伤了膝盖，何文娟左膝肿起馒
头大的一个包，平时走路都疼痛难忍。

虽然身体不适，可她脑中始终萦绕
着吾丽娅提的话，伤情稍有恢复就参加
了考核。那天，她跑得格外卖力，尤其
最后 1公里时，她在战友的加油鼓劲声
中奋力追赶，以 13分 50秒的成绩创造

了女兵排的新纪录。
如今，这个四川姑娘白皙的面庞染

上了一抹高原红。
“一年的边防生活，就像一本厚重

的书，教我学会了吃苦，懂得了奉献，明
白了祖国的分量、军人的价值。”何文娟
的笔记本上，记录着高原守防的点点滴
滴，也留下了自己青春的模样。

青春是蜕变焕发出
的光芒

“新疆离家那么远，能习惯吗？”面
对亲人的关心，简诗烜告诉哥哥，“选择
了当兵，我不后悔。”

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绿树繁
花到冰峰雪岭，19 岁的福建籍女兵简
诗烜原先并没想到，自己会到帕米尔高
原来守边防。

2018 年 12 月，结束新兵营生活的
女兵们从喀什出发去连队，坐在大巴车
上看着一路的景象，心也越走越荒凉。
“她们每个人都难免有心理落差。

第一个流眼泪的，是简诗烜。”吾丽娅提
说，“诗烜是个内心细腻的姑娘，遇到事
喜欢憋在心里。但她很少抱怨，在这群
女兵姑娘中，她实际上更成熟一些。”

2007年火爆全国的电视剧《士兵突
击》，点燃了无数热血少年的从军热
情。还在上小学的简诗烜也和 2位哥
哥一样，在心田种下一个当兵的梦。

就这样，6年间，兄妹 3人一个接一
个参军入伍。

2016年 9月，简诗烜在送大哥简榕
去当兵时，在网络上发表了这样一条留
言：“离开了，眼角充满了泪水，但必须
在父母面前表现坚强，因为父母也和你
一样不舍。既然你选择了远方，就要学
会坚强……”

下连后训练穿戴防毒面具，简诗烜
好几次都因为头发太厚影响了穿戴速
度，有一次成绩还垫了底。一向爱美的
简诗烜很气恼，回到宿舍自己拿着剪
刀，对着镜子就把头发剪成了“男兵款”
短发。

军营，让娇气的简诗烜开始了她的
蜕变。

去年3月，连队组织专业训练，她被
分到了程控传输班，进行同轴电缆焊接。

刚开始练习，简诗烜每次剥线，总
将线内的铜丝剥断。班长心里着急，干
脆丢给她一根 2米的同轴电缆线，让她
回去自个儿练。

那段日子，简诗烜的衣服口袋总是鼓
鼓囊囊，一边装着钳子，一边装着一把电

缆线，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练习。上千次的
剥线动作，令她的手腕开始肿胀疼痛。

5分 45秒……3分 12秒……2分 30
秒……2分 28秒……

就这样分秒必争地“怼”自己，简诗
烜终于达到了班长的要求。考核那天，
她只用了2分02秒就完成了一对电缆接
线网口的转接任务，拿到自己的最好成
绩。

去年 10 月，上级对团里进行拉动
考核，机房里只剩下女兵在值班。

演练刚一开始，光缆就突发故障，经
过多次倒换尝试，还是无法正常传送业务。

简诗烜临阵不乱，一番冷静思考
后，她精准核算出一个代替网口位置，
成功将业务代码发送到疏散地域，保障
任务圆满完成。

那一天，简诗烜又写下这样一句
话：“只有荒凉的高原，没有寂寞的青
春。”

青春是坚持凝结成
的信仰

画面中的刘子睿比在家时多了几
分英气，显得成熟不少。看着女儿从部
队邮寄来的照片，父亲刘占刚很是欣慰。
“我和家人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刘子睿从小到大都是走读生，从来

没有离开过家，是家里的独生女。当兵
是她第一次出远门，每次想家时，她会望
向窗外的月亮。

26年前，刘占刚是新疆阿勒泰军分
区的一名边防战士，女儿刘子睿从小就
是听着部队里的故事长大的。
“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去新疆当

兵。”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子睿在父亲的
一个笔记本扉页看到了这句话。从那
时起，她的心中就埋下了从军的种子。

26年后，种子破土、萌芽。
“报告！”一声清脆嘹亮的声音从门

口传来。身着训练服，帽檐下一双大眼
睛清澈透亮，英姿飒爽的刘子睿向吾丽
娅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刚开始，刘子睿被分到话务班学习
话务专业。她每次背记电话号码都非
常用心，总能第一个背下来，不到3个月
就成为优秀话务员。

一天，刘子睿突然接到命令，让她
去学习报务专业。从话务转报务，一字
之差，可有天壤之别，对于已经熟悉话务
工作的她，无疑是个新挑战。

每次遇到困难，刘子睿都会想起她
换上迷彩军装那一刻父亲眼角的泪
水。那既是一种激动和欣慰，也是鼓励

女儿前进的动力。
枯燥乏味的数字，是刘子睿每天都

要面对的阻碍。
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岗位，白天她跟

着大家一起训练，晚上就加班加点学习
理论。

有一次，排长吾丽娅提凌晨 3点查
铺，看到刘子睿还在加班背记，就拍着她
的肩膀催促休息。可她依然没有停止，
直到达成当日的目标才睡觉。

也有人私下里跟她说：“这么拼命干
什么，你这不是憨是啥？”刘子睿却说，如果
追求卓越是“憨”，那我宁愿做个“憨人”。

愈坚韧，愈美丽。如今，刘子睿当上
了副班长，每天和新兵一起训练，教她们动
作要领。这段日子，她正在备考军校：“努
力，是为了能够更加长久地守卫在这里。”

暖春·青春

提起同为边防军人的父亲，刘子睿
向笔者展示了一件被她仔细收藏在储藏
柜最底部的加厚护膝。

新兵训练即将结束，她给家里讲述
自己在高原的生活。几天后，她收到了
父亲寄来的这件“加急快递”。

父亲刘占刚待人接物总是和颜悦
色，可每到阴雨天，他的眉头总是不经
意地皱起。后来，刘子睿从母亲口中得
知，父亲年轻时在边防一线巡逻，落下
了慢性风湿病。

翻开父亲当兵时的相册，除了父辈
们消瘦的身影和黝黑的面庞，就只有用
不规则石头堆砌起的低矮平房，旧到发
瘪的黑绿色帐篷。

如今，高原第五代新营房已经投入
使用，暖气充足，氧气也通到了每个人床
头。畅通的手机信号，让边防战士与家
乡的距离不再遥远。
“现在我们执勤、站岗都有暖风机，

即使气温再低也不会觉得冷。”刘子睿
说，不仅如此，每顿饭的餐桌上还有干
果、大枣等，营养膳食、科学训练、健康生
活等理念，正成为边防军营的新潮风尚。

在帕米尔高原营区，晌午的风已经
有了暖意。刘子睿说，她和战友每到周
末休息时，都会在宿舍做瑜伽。在这些
“00后”女兵心里，拥有健康愉悦的身心，
才能更好地坚守荒凉。

曾经，一代代戍边官兵坚守高原，才
让这里的冰峰雪岭有了温暖的底色。

如今，有了这群女兵姑娘，这个春
天，高原的风会更和煦，高原的风景会
更多彩。

本版制图：梁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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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下了两天的雪终于停了，落日的余晖洒

在草原上。此刻，科尔沁有种说不出的美。

查哨归来，第78集团军某营排长李

春锋，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驻训点营区。

营房前的操场上，下哨的战士们正

按计划开展“30乘2蛇形跑”训练。春寒

料峭，他们一个个练得大汗淋漓，加油助

威的呐喊声回荡在草原上空。

营区坐落在科尔沁草原深处，四周

无遮无拦。去年一整年，该营官兵与兄

弟单位在这里比武数回合，无一败绩。

入冬后，草原风雪一场接一场，大部

队返回驻地。李春锋和14名战友一起，

守护在这个驻训点已经两个多月了。

营区面积不大，岗哨点位不少。春

节过后，官兵除了站岗巡逻，还要学习防

疫知识，做好消毒灭菌工作。卫生防疫

不能马虎，训练课目照常进行，李春锋和

战友每天都忙得团团转。

3月2日是母亲的生日，晚饭过后，

李春锋拨通了妻子张璐的视频电话。

一家人正吃着团圆饭，桌上热气腾

腾，还摆放着一个蛋糕。母亲抢过手机，

仔细盯着儿子的脸瞧了又瞧，没看出瘦也

没看出疲惫，脸上这才有了笑容：“儿子，

吃饭了吗？家人都在了，就差你一个。”

母亲的这句话，这两年李春锋没少

听。自从到部队当上了新排长，他已经2

年没能回家过年了，母亲经常在电话里念

叨“过年就应该团圆”，那语气虽然没有责

备，也能听出些遗憾。

儿子出门在外，老人期盼团圆，善解

人意的张璐最懂公婆的心思。她接过话

茬说：“咱妈一直想拍张全家福呢。”

电话这边，李春锋听得鼻子一酸，他

赶忙选好角度用手机截屏。“咔嚓”一声，

在这张“隔空团圆”的全家福上，母亲和

李春锋的嘴角都微微笑着翘出同一个弧

度，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

入伍7年，李春锋从一名大学生士

兵成长为军官，与家人团圆的日子越来

越少。母亲总说，影集里缺了哪一年的

“全家福”，一定是春锋没有回家过年。

不是每个儿子都能了解自己的母

亲。今年春节期间，李春锋通过手机观

看了贺岁电影《囧妈》，不禁联想起母亲

那深沉厚重的爱。这天挂上电话，他脑

海里一直回响着妈妈那句“家人都在了，

就差你一个”，吃饭扒几口就没有了胃

口，躺在床上也是翻来覆去……

草原孤寂荒凉，唯有战友之情温暖人

心。没过几天，大家似乎都察觉出排长心情

的细微变化，都变着法儿跟他聊天。

一次晚点名，战友们甚至从李春锋

的讲评中，听出了思乡的意味——

“这几天多地遭遇寒潮，大家在做好自

我防护的同时，也要想着给家人通个话问

候一声、关心一句，尽到一份爱心、孝心。”

第二天一大早，阴郁多日的天色终于

放晴。早操结束，四级军士长杨攀和上等

兵汤成龙走在操场上一起商量事儿。

“排长准是和嫂子闹别扭了，班长你

信不？”汤成龙歪着脑袋想了半天，嘴里

蹦出这一句。

杨攀是营里最老的兵，又是李春锋

的同乡，排长家的人他都很熟悉。听了

小汤的话，杨攀直摇头：“别胡说！我看

啊，咱还是得打个电话问清楚。”

就这样，两人商量好“口径”，一边散

步，一边拨通了张璐的电话。

这边，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那边，张

璐也帮忙分析情况。没聊几句，他俩就

摸清了李春锋的心思。挂上电话，两人

又是一通合计。

午饭后，草原碧空如洗，阳光清澈透亮。

在杨攀的提议下，战友们全都走出

营房在操场集合。

“我说同志们，咱们坚守驻训点也有

两个多月了。防疫一起扛，训练也不差，

过年一起热闹。我们的坚守，也有家人

默默的奉献与付出。我提议，我们一起

拍张‘全家福’给家人们发回去，向他们

报个平安，怎么样？”

杨攀的一番话，引得大家积极响应。搬

凳子、找“福”字，不一会儿场地就布置好了。

李春锋被大家簇拥着站在最前排，

负责拍照的是驻训点附近的一位牧民。

熟悉的“咔嚓”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李

春锋和战友们的笑容被一起定格在照片上。

紧握着手机，望着这张“全家福”上

战友们如同家人一般亲切的笑容，李春

锋的心里泛起一阵暖意。

“妈，给您发去一张‘全家福’，照片上

的每一个兵都是我的家人，您又多了14个

儿子，您一定要高兴啊！”那一刻，看着李春

锋发来的照片，母亲笑出了眼泪。

珍贵的“全家福”
■本期观察 赵焕斌

日喀则某边防线上，七级以上大
风是这里的常客。风沙吹过赵阳粗糙
的脸，留下一层厚厚的岁月“包浆”。

大家都说，他是头藏区老牦牛，无

惧风沙雨雪……
15 年来，西藏军区某旅三营四级

军士长赵阳一直守在这里，守望那座
巍峨的雪山——圣女峰。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久
以前，一位女孩的情郎随军出征，女孩
日盼夜盼，终是没把情郎盼回来。后
来女孩伤心地哭倒在了大地上，身体
化作了一座山峰，便是“圣女峰”；泪水
汇成了湖泊，叫做“多情湖”。一山一
湖，至今哺育着日喀则地区一方牧民。

那年，老赵刚入伍，班长带着他第
一次踏上巡逻线，攀登的就是圣女
峰。大口喘息声中，眼前蜿蜒的小路，

将一队战友引到了山腰。
天公不作美，狂风中飘起鹅毛雪

片。雪越下越紧，淹没了路，那一夜，
战友们被困在了雪山上。班长带着 7
个兵，躲在一块巨石后面，苦苦撑到了
救援战友到来。

后来，老赵一直说：是圣女峰保护
了他们。从那时起，老赵就与雪山有
了不解之缘。

说来也怪，巡逻一次，战友的脸上或
多或少都会有被火辣阳光吻出的印迹。
再次巡逻，他们的脸被寒风一吹，晒伤的
地方全都裂开了口。再巡几次，大家的
脸不是脱皮就是皲裂。唯有老赵还是老

样子，似乎雪山与寒风对他格外眷顾，因
此也就有了老赵的脸有“包浆”之说。

老赵总是自嘲“脸皮厚”。其实大
家知道，他早已适应了毒辣的光和生
冷的风。黑里泛红的脸庞，给他盖上
了“高原之子”的印章，脸颊隐隐可见
的疤痕，是他戍边青春的见证。

老赵至今还是孑然一身，刚三十
出头年纪，却总给人一种人到中年的
沧桑感。去年休假时，家里安排老赵
相亲，可姑娘一见老赵本人，总是怀疑
老赵身份证年龄“做了假”。老赵无
奈，只得放弃这段情缘。

老赵有点儿耳背，总是听不清声

响。有次一位首长到连队来看望大
家，远远看到了老赵，首长喊了他一
声，他硬是没搭腔……

连长赶忙替老赵解释：他是连队
重机枪手，还是旅里的重机枪手士官
教练员。实弹射击，他习惯站在机枪
手身后指导动作。时间长了，他带出
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射手，自己的听力
却越来越弱。

首长听完，紧紧握着老赵的双手，
许久许久……

有人问老赵，15年青春给了雪山，
值得吗？他用眷恋的眼神，望向圣女
峰：“部队培养了我，雪山陪伴着我，这
里就是我的家。”

雪山脚下的一切，早已伴随着时
间的年轮深烙在了老兵的心中，无法
抹去。也许有一天老赵注定要离去，
但是他的灵魂会一直守在这里。

圣女峰下的守望者
■刘文强 张子钦

三月是孕育希望的季节。

微暖的风、湛蓝的天穹、明晃晃

的太阳，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浮动着

青春的味道。

去年三月，我们曾跟随一群女兵

走上高原。一年的时间可谓长又可

谓短，她们收获着成长，更经历了挑

战。时光如流，她们纯真而诗意的军

旅生活，犹如一株株满怀自信蓬勃生

长的嫩苗，在又一个明媚季节的召唤

下，长成了一座灿烂的花园，装点着

单调孤寂的帕米尔高原。

春风慷慨，且听风吟。让我们

再次走近这群女兵姑娘，聆听她们

摇曳风中的青春故事。

——编 者

图①:有一种青春，就像三月的高
原；图②:只有荒凉的高原，没有寂寞的
青春；图③:奋力奔跑，成为更坚强的自
己；图④:训练出了成绩，心里比吃了蜜
还甜。 姬文志摄

今日戍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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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阳与他守望的圣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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