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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是面孔
感触的是心灵

山高路远 家国情长

【人物名片】连鹏博，西藏军区青藏

兵站部某大站四级军士长，荣立三等功

1次。

背上药箱，连鹏博一路小跑，在兵
站门口赶上了准备出发的车队。风雪
中，他喘着粗气敲开一扇车窗，将药品
递给驾驶员，叮嘱道：“这些药按剂量
吃，路上别着凉，饭尽量按时吃。”

一辆辆汽车驶出兵站，车轮压过积
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连鹏博站在
原地望着渐行渐远的车队，挥了挥手，
小声说了句“一路平安”。

在战友眼里，连鹏博总是背着个药
箱，笑呵呵地穿梭在过往车队中。很少
有人知道，11年前的一段经历，至今仍
让他心头隐隐作痛。

2010 年 4月 14 日，玉树发生 7.1 级
地震。在玉树军分区服役的连鹏博
接到命令，前往玉树州孤儿院救治受
灾师生。一个个被困师生顺利脱离
危险，但有一名身受重伤的老师，连
鹏博拼尽全力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我一直感到愧疚和遗憾，恨自己

医术不精、怨自己救治不及时，在很多
年里都无法释怀。”从那之后，连鹏博
总是把药箱带在身边，哪里有患者伤
者需要救治，他都会背着药箱迅速出
现在哪里。

今年年初，某执勤车队遇上暴雪，
长时间滞留在线路上。车队有一名年
轻战士感冒发热，高原反应严重。接
到求助电话的连鹏博立即驱车出发，
可是没行驶多久就遇上了严重堵车。

为了不耽误时间，他跳下车，徒步前
进。在海拔 4200 多米的高原上，一般
人走几步路都会头晕气喘，连鹏博硬
是背着药箱、扛着便携氧气瓶，顶风冒
雪前行了近 4公里。

抵达车队所在位置时，连鹏博面色
发青、嘴唇发紫，双手几乎冻僵了。来
不及喘口气，他便开始了一系列护理工
作，输氧、量血压、喂药……看到战友面
色逐渐好转、呼吸平稳，连鹏博一屁股
坐在雪地上，大口喘着粗气，许久直不
起身来。

兵站驻地偏僻，连鹏博最害怕的
就是出现药品短缺。他托人利用各种
机会带回急用药品，还建起官兵用药
档案，有侧重地进行药品储备。为了
更好地服务官兵，连鹏博还主动与乡
镇卫生所和县医院建立联系，对急重
病患进行联合会诊，争取宝贵的治疗

时机。
15年高寒缺氧，15年风雪奔波，连

鹏博的身体也多次“报警”。面对体检
单上一项项异常指标，他早已习以为
常。3年前，面临走留问题，家人多次打
来电话劝他退伍回家，可连鹏博有自己
的想法：“虽然家里的生活要安逸得多，
但我总感觉守在最需要我的地方才最
安心。”

每次休假回家，连鹏博从来不谈单
位的事。家人至今都不知道他工作的
地方到底在哪里，只能透过视频聊天看
到，他待的地方常年被冰雪覆盖，那里
不长一棵树，也不生一株草。

风雪中，花石峡兵站岿然挺立。
寒风卷着雪花吹打着连鹏博的脸颊，
他紧了紧药箱带子，转身走向医务
室，“我得再去准备准备，下趟车队也
快到了”。

风雪无阻送健康
■王先锋

【人物名片】张晓容，西藏军区青藏

兵站部某大站上士，先后5次被评为优

秀士官，荣立三等功1次。

高原雪山寒气逼人，兵站厨房却热
火朝天。起灶、烧油、放菜，干脆利落；
下料、翻锅、装盘，一气呵成。在锅碗瓢
盆的交响曲中，张晓容把一盘热气腾腾
的青椒炒肉丝端上了桌。行云流水般
的操作，颇具“五星大厨”的风范，让人
很难相信张晓容竟是一名掌勺仅一年
半的炊事员。

唐古拉兵站海拔 5200 多米，终年
积雪、高寒缺氧，是青藏线上氧气最
稀 薄、位 置 最 偏 僻、海 拔 最 高 的 兵
站。张晓容在这里一守就是 7 个年
头。稀疏的头发加上黝黑的脸庞，让
这名“90 后”战士看起来比同龄人苍
老许多。

张晓容最初是名通信兵。两年
前，由于炊事班骨干分流，兵站人少活
多，饭菜质量也随之有些下降。“过往
的官兵知道我们人少，工作不容易，从
没抱怨过一句。”但在得知官兵吃不
好，偷偷在驾驶室里啃方便面时，张晓
容惭愧极了，“战友们顶风冒雪行驶在
青藏线上，兵站存在的意义不就是为
了让他们吃饱吃好、心情舒畅地执行
任务吗？怎么能让他们带着失望离开
呢？”想了一宿，张晓容打定主意：转岗
去炊事班。

对于从未下过厨的张晓容来说，
进炊事班的第一课，就是要熟练掌握

手中的“兵器”——菜刀。从一开始
偶尔会切到手指，到如今挥刀如风，
掌心厚厚的茧子见证了张晓容的成
长。为了练习翻炒，他拿脸盆当炒
锅，用边角料当食材，架在一个废弃
的油桶上模拟操作。仅用半年时间，
他就在上级组织的炊事比武中挺进

前三名。
每当官兵吃完饭，张晓容都会拿着

小本准时出现在饭桌旁，收集大家对饭
菜的意见。渐渐地，他探索出不少适合
高原烹饪的食谱，“唐古拉蒸蛋”“浓汤
小白菜”“青椒肉丝”等菜品成为过往官
兵争相打卡的美味。

每逢车队上线执勤，张晓容都会事
先打听车队里有谁过生日。等车队到
站，他便第一时间把热气腾腾的西红柿
鸡蛋面端到“寿星”面前。一桌热菜，暖
了汽车兵的心扉。

站外，车队再次发出声声轰鸣。
像往常一样，汽车兵又将驶向远方的
天路。雪山之巅，因为可口的饭菜，
大家有了短暂的相遇。虽然很少有
人能记住张晓容的面孔，但张晓容清
楚地知道自己坚守的理由：能守在世
界上海拔最高的兵站，让过往官兵体
会到家一般的温暖，就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

站在兵站门口，张晓容目送车队
沿着蜿蜒的山路，驶向远处的山顶。
在那里，在风里雪里，矗立着一座反映
高原官兵扎根世界屋脊、默默奉献的
雕像。

张晓容凝望着车队，思绪飞回他初
上高原之时——风雪之中，他面对这座
雕像，高擎右拳，庄重地立下誓言：“兵
站官兵，以站为家，使命就是生命，坚守
就是荣誉。”

坚 守 就 是 荣 誉
■宁卫芳

【人物名片】杜庆学，西藏军区青藏

兵站部某大站上士，连续5年被评为优

秀士官。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让休假中
的杜庆学仿佛穿越 3000 公里，回到了
山上的那个“家”。
“班长，发电机运转正常，可就是不

发电！”电话那头，正在值班的下士小王
遇到难题，一轮检查下来，问题依旧没
能解决。情急之下，他拨通班长的电
话。“电话拿近点，我听听声音。”轰鸣的
噪声中，杜庆学眼前浮现出一台通体墨
绿色的发电机，保护罩有节奏地抖动
着，排气孔向外喷吐着白烟……“电机
消磁了吗？用万用表测一测，没磁就拿
蓄电池过来充。”在杜庆学的远程指导
下，供电恢复了正常。雪山深处，寂寥
的大地再一次被灯光点亮。

五道梁兵站，海拔4500多米，含氧量
不到内地一半，四季皆冬，而杜庆学在这
一待就是10年。

2010年新训刚结束，杜庆学就接到
“上山”的命令。他坐着汽车，一路向西，
当窗外繁华的城市逐渐被荒芜的戈壁取
代，刚刚从寒冬中苏醒的大地又被冰雪
覆盖，杜庆学突然对“山”多了一分畏
惧。刚下车，杜庆学就出现剧烈的耳鸣
和头痛。恍惚中，他听到带队的干部指
着面前的小楼说：“当兵的人都有两个
家，这里将是你第二个家，山上的家。”

谈到山上的家，杜庆学总是会从
繁忙的任务说起：“五道梁兵站接待官
兵较多。战友们善于用忙碌的工作抵
抗高山的寂寞，用紧张的气氛弥补稀
缺的氧气。”

工作中，杜庆学会针对不同的情况
制订不同的保障方案，“暖气要根据当
前的气温做调整，太冷了不温馨，太热
了出去容易感冒”“下个车队喜欢川菜，
我们提前准备着”“洗漱的热水要定到
45℃，这样发电机负荷小，大家用着也
舒服”……

为了让官兵在兵站里体会到家一
般的温暖，杜庆学还尝试在兵站种植花
草。他托人从市里买来种子，用复合维
生素当肥料，经过多次尝试，终于养活

了一盆盆绿植，“虽然长得不茂盛，但很
多官兵抢着要和它们合影呢！”

上山的 10 个年头里，杜庆学干过
给养、修理、勤杂等工作，兼任过通信
员、卫生员、军械员，每到一个新的岗
位，他都用心做好。“只要是保障兵站
正常运转的活，我都干！”这些年来，杜
庆学从懵懂的新兵一步步成为身兼数
职的班长，从畏惧大山变成敬仰大山，
从守山变成了守家。每次有新战友加
入，他都会主动送上自己的关爱。“第
一次上山可能会流鼻血，适应一周就
没问题了”“只要愿意扎下根，小小兵
站也能温暖你的心”……在杜庆学朴
实真诚的言语中，一些最初有些不适
应兵站生活的新战友，总能在这里找
到家的感觉。

羌塘古谣唱道，“当汗水灌溉在脚
下的土地，再遥远的地方也会变成故
乡”。群山之中，风雪再大，五道梁总
有一个家，守着严寒与一盏不灭的灯，
等候着过往的车队。

守
山
便
是
守
家

■
李

磊

【人物名片】黄昆，西藏军区青藏

兵站部某大站上士，荣立三等功2次。

古措兵站不大，但离上级机关却最
远。从兵站往南，再走 100多公里，就是
中尼边境。如果天气好，官兵还能在这
里看到茫茫云海中若隐若现的珠穆朗
玛峰。

勤务班班长黄昆，来这里当兵已经
10年了。如果只看外表，很难相信他只
有 27岁。青藏高原上恶劣的自然环境，
给他留下了极具标识性的印记——干
裂的皮肤、发紫的嘴唇，还有长着冻疮
的双手。

新兵下连时，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奔
赴一线岗位，黄昆却被分到离市区 300
多公里的兵站，迎接他的是从未接触过
的铁锅和炒勺。“这也叫军人？”想到战友
们驾驶战车驰骋沙场，自己却要守着三
尺灶台，黄昆突然感觉从军报国的梦想
离自己远去了。
“菜盘子连着战斗力，岗位虽小，也

是战位。”老班长似乎看出他的心思，耐
心开导他。然而，没过多久，刚刚熟悉炊
事班业务的黄昆，却因单位调整改革，被
分到了勤务班。

勤务班包揽了兵站运转的众多琐碎
事项。一时间，失落、迷茫又袭上黄昆的
心头，高山上的兵站显得更加孤寂。

一个寒冷的中午，兵站一下子挤满
了过路的官兵，炊事班全员上阵准备饭
菜。可就在这时，灶台突然打不着火
了。黄昆忙活了大半天，依旧没能解决
问题。

“黄班长，燃气啥时候能修好啊？”
身后传来战友的催问，黄昆急得满头
大汗。因为业务不熟，他只能边摸索
边修理。

两个小时后，灶台终于燃起火焰，
热气腾腾的饭菜很快端上桌。看着战
友狼吞虎咽的样子，黄昆心里充满愧
疚。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到，再小的岗
位，也有存在价值。在这之后，黄昆再
也没有懈怠过。

作为勤务班班长的黄昆，除了保障
设备的正常运转，还需要解决站里最难
的一件事情——吃菜。兵站海拔 4000
多米，氧气少、气温低，站外荒芜一片，离
站最近的供给点也有 100 多公里。以
前，司务长外出办公，会顺便买够 1个月
的菜，放到地窖里储存。后来，单位修建
了温室大棚。可是在高原种菜，大伙儿
都没经验。

“以后种菜就是咱们班的重要任
务。”黄昆给全班下了“军令状”。种菜需
要沃土，黄昆就带着大家到几十公里外
的山沟里去挖；需要水，他们就在大棚里
铺设灌溉渠道；需要种子，大家就通过多
种方式带回来一包包菜种。浇水、施肥、
除草……大家像呵护孩子一样，悉心照
料每一棵菜苗。

大棚里，卷心菜像足球一样包裹得
紧密又结实，南瓜的藤蔓缠绕在大棚顶
部，尤其是又大又圆的西瓜，水多味甜，
最受官兵喜爱。
“来到这里，吃着最新鲜的蔬菜水

果，就像回到了内地。”听到过往官兵
的夸赞，黄昆觉得此前的一切努力都
特别值。
“岗位虽小，也是战位”，老班长的话

语在耳边响起。他觉得在这个平凡的岗
位上，自己是充实、幸福的。

岗位虽小 也是战位
■陈 奇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奔流不息的江河，有屹立

不倒的胡杨，有蜿蜒曲折的天路，还有一群在风雪里坚

守的兵站官兵。踏上高原，保障过往车队，官兵的根扎

得比胡杨更加牢固；战天斗地，爱站如家，他们以赤子

之心坚守在战位。

山高路远，家国情长。今天的《士兵面孔》，让我们

一起走上世界屋脊，感悟兵站战士的生活与心灵世界。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