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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打动人的青春片，应该具备哪
些元素？成长、热血、荣誉、冒险，更少不
了真诚和情怀……将这些元素毫无保留
调和在一起，便是一部《家国与边关》。

近期，这部主角为边防官兵的短视
频在全国1万多家影院和中央电视台黄
金时段播放后，收获了相当高的口碑和
赞誉。万千观众点赞留言，“我们岁月静
好，因为有人替我们忍受风吹日晒与孤
独寂寞。感谢边防战士们，将青春献与
家国。”“青春不只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

与边关。”更有人说，“为了这则广告，晚
上买张电影票看看。”

作为观影前的公益广告，《家国与边
关》的电影院版虽只有 45秒，没有大场
面、大特效，多是边防战士巡逻、执勤、训
练的画面，这些就是他们生活中的日常，
而观众却从中看到了戍边将士的血性与
胆量、初心与信念。正如片中所说，“只
因我们知道，脚下站立的地方是祖国。”

有人说这是一部青春片，因为里面
呈现出的成长独一无二。是海拔 5000

多米的喀喇昆仑，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地
的 45%，紫外线强度高于平地的 50%；是
被地质学家称为“永冻层”的雪域高原上
的红其拉甫，冰川雪峰下潜藏着未知的
危险……这些都是常人无法体会的孤独
与寂寞，触摸不到的风险与挑战，他们却
习以为常、啜之甚甘。一双双伤痕满布
的手，一张张粗糙斑驳的脸，岁月留痕只
及肌肤，但边关留给他们的却是坚定的
意志、钢铁的身躯、不退却的激情和成长
的勋章，正是这些为他们青春增添了常

人难以企及的厚度，为他们的人生渲染
了瑰丽的色彩。

而这并非仅仅是一部青春片，其中饱
含对人生的思索、价值的考量。如果没有
当兵，你的青春将怎样度过？是且歌且
舞、游戏天下，还是动辄得醉、快意诗
酒。每当听到这样的问题，这些年轻的
士兵们大多是一个答案，“不会的，我一
定还会选择当兵！”他们放弃了大城市的
热闹喧嚣，收起年少轻狂，来到这险象环
生的生命绝境、人迹罕至的深山野林、风
雪弥漫的高寒禁区……不是没流过血、
没掉过泪，但却不曾退缩，缘何如此坚
定？因为他们坚信，有些事情值得为之
奋斗，一次又一次，诸如边关，诸如家国。

又是一年征兵季，又到春暖花开
时。青年人，再多的感动与钦佩，不如举
身赴军营，浩荡胸中正气，放飞青春梦
想，演绎一场属于你自己的，可珍藏、可
回味的青春大片。

青春不只眼前的潇洒
■范奇飞

家国与边关，镜头背后的故事
■胡晨刚 赵金石 本报特约通讯员 牛德龙

近日，一部以边防军人为主角的短片《家国与边关》连续在全国各大影院影前播放，在电视黄金时段同步播出。国防部新闻局
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都为之打CALL，“我期待大家更多地关注国防、更多地关注这些卫国戍边的‘真心英雄’。”没有
华丽炫技的特效，一个个真实而简单的镜头，打动了无数观众。45秒的时长中，河尾滩、神仙湾和天文点3个边防连队相继亮相，
他们都是新疆和田军分区某边防团所属一线防区，分布在喀喇昆仑高原腹地。这里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空气含氧量不及平
地的45%，紫外线强度高于平地的50%，守卫在这里的官兵正是中国边防军人的缩影。镜头闪回的一幕幕，折射出他们守防的艰
险、奉献的厚重、理想的高远。本期视点走进喀喇昆仑高原腹地，聚焦新时代官兵的戍边生活——

自从被家人朋友发现自己所在连队
出现在《家国与边关》短片中，姚强接到
的“慰问电话”就没断过。“他们也都是心
疼我，问我苦吗？”姚强笑着说，“经历过
更多的人，都没说自己苦，我苦啥？”

就拿某营营长侯法营来说，风雪加
身已是家常便饭。去年冬天，侯法营带
队在河尾滩巡逻时遇见一条刚形成的近
15米宽的冰河。巡逻路不能掉头，也没
有第二条路可选。侯法营二话没说拿出
绳索，一头系在腰上，另一头交给战友，
自己打头阵走上冰河。回忆起站在冰河
上的感觉，他仿佛至今都能感触到冰层
下的河水在流动。在他开路之后，队员

们依序顺利过河，完成巡逻任务。
视频中有一段，是天文点边防连官

兵巡逻的画面。谈起那次巡逻，原连长
李改平回忆说：“当时遇上了暴风雪，风
力达到 6-7级，眼睛都睁不开，我只好
在前面凭着记忆探路。”一阵狂风刮来，
列兵田成挚一头栽倒在地、脚严重扭
伤，大雪茫茫，不能留他一个人在那，紧
急治疗后，官兵轮换搀扶田成挚完成巡
逻任务。

“风雪中的探路、不知深浅的冰湖，
巡逻路上这么多的风险，要是真有人受
伤生病怎么办？”笔者不由得捏了把汗，
毕竟，在高原环境下，肺水肿、脑水肿等
疾病，都可能威胁生命安全。

面对紧张的笔者，官兵却一派轻松
的样子，“不怕，我们有姚军医。”姚绍
峰，2002年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成绩
优秀的他听说边防缺医生后，毅然放弃
更好的机会来到这里，一干就是 17年。
2016年 1月，新兵下连到神仙湾哨卡当
天，为照顾 6名高原反应比较严重的新
战友，姚邵峰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
上，5人好转，但王永柱却嘴唇发紫、精
神萎靡。“不好！肺水肿。”姚邵峰快速
进行紧急处置，一边向上级请示汇报，
一边将病号转送至海拔较低的三十里
营房医疗站。一路上他的手紧紧捏住
王永柱的手腕、监控脉搏，“那种焦虑就
像等自己的孩子出生时一样。”黄昏，终
于顺利将病号送进高压氧舱，得到了及
时治疗。

在边防，人人都有“历险记”，个个有
本“生死录”。大学生士兵张庆全是天文
点边防连前哨排的司炉工，被官兵戏称

“暖男”。刚下连时，正赶上急缺司炉工，
他便主动领了任务。由于哨卡全年气温
在0℃以下，暖气一年四季不停歇，张庆
全每天24小时都在工作状态，一个晚上
得起来3次，每天还要检查锅炉、清理煤
灰、拉七八百斤煤炭，这一干便是 5年。
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还要跟锅炉“搏
斗”。去年7月16日凌晨3时，大厅暖气
片发生爆裂。张庆全顾不上滚烫的热
水，开始做清理。在铲煤时，一块烧红了
的煤飞溅到他手上，瞬间脱下一层皮。
他顾不上停歇，更换新的管道接头、重新
注水、点燃锅炉，排除故障时天已经亮
了。面对被烫伤、又经过锈水浸泡得发
白的伤口，他却平静地说：“暖气没事儿
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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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是苦了些，但发展和进步也
是看得见的，传说中的通讯靠吼、警戒
靠狗、取暖靠抖早就都成为过去了。”说
起吃苦，该团政治工作处主任鲁梁有不
一样的看法。近年来，随着新时期训
练、巡逻任务向精准化、高效化迈进，国
防信息化建设力度加大，数字信号发射
装置相继在一线哨卡建成并投入使用，
尽可能满足部队部分信息化装备的数
据传输需要。以通信技术的发展更新
为代表，科技在“生命禁区”为官兵守防
发挥着无法取代的作用。

“坐着时速50㎞/h的轮式工程机械，
驰骋在宽阔的国道上，笨重的‘大家伙’都
像长了翅膀！”刚执行完任务回来的某营
营长魏广对新型工程机械赞不绝口，他同
笔者回忆起十多年前的场景。2002年，他
作为第一批进入天文点哨卡5390前哨排
的先遣队成员，全靠工兵一锹一锹铲平
路，中间还要面对缺氧、洪水、冻伤各种高
原威胁。“如今，新配备的各种类型的机械
非常给力！”据魏广介绍，新型的工程机械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 60㎞/h的速
度，由我国自主设计、研发、生产。除了

用于架设其它设施设备外，机械上还专
门配置制氧机，供机械操作手吸氧；配
置燃油加热装置，告别了天气寒冷发动
机难启动的困境。从三十里营房到达
哨卡从曾经的 4天时间，到如今只要几
个小时。演训场、施工场、巡逻保障、边
防救援都离不开这个“急先锋”。

与笨重的工程机械相比，全地形巡
逻车却是“大块头有大智慧”。前不久，
笔者跟随官兵一道巡逻，坐上被称为

“雪域之舟”的全地形巡逻车咆哮驶出，
径直奔向一望无垠的雪海。“雪海上没
有路，我们走过就成了路。”连长刘小赣
自豪地介绍，在这2尺多厚的大雪下面，
有雪窝、冰湖，尤其是季节变换、冰雪消
融的时节，皑皑白雪下更是危机四伏。

但自从2014年装备了全地形车，执行巡
逻任务可是发生了质的飞越，对付这些
就是小菜一碟了。

与地面上的铁流相比，空中的无人
机似乎更显科技智慧。神仙湾边防连
指导员李士福介绍说，“30倍变焦镜头，
地上掉一个鸡蛋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平时去不了的深沟、河谷或是断崖，也
都了如指掌。”高清成像、交流喊话、物
资投送、红外夜视……无人机的使用，
有效消除了日常监管的盲区和死角，弥
补了老旧设备的不足，达到更加精准、
高效管边控边的目的。去年冬天，驻地
政府办公室打来求助电话，牧民的数百
只牦牛闯入边境管理区，请求帮助寻
找。凭借着无人机实时传输回来的视

频，发现了牦牛的影子，找回了上百头
牦牛，有效避免了牲畜越界，挽回了群
众经济损失。

改革开放40年，说起科技给边防带
来的新变化，官兵如数家珍：

1998年，卫星电视系统落户雪山
哨卡；

2000年，无土栽培的蔬菜大棚建设
完成；

2014年，新型保温哨楼拔地而起；
2016年，高原富氧训练室建成并投

入使用……
“高科技进入边防哨所，边防日新月

异，执勤手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
技管边能力大大提高，这是祖国和军队强
大的表现！”边防老兵胡传国激动地说。

设施装备“鸟枪换炮”，身在边关一样“潮”

“眼眶，总噙着家人最牵挂的嘱托，
心坎，总是堆满祖国人民的关切，我们
没有理由不把边防守好。”天文点边防
连四级军士长韩卫星说。

谭燕子是天文点边防连指导员燕
桂宾之妻，结婚6年来，始终心系全连官
兵的健康。听说有位班长腰椎不好，谭
燕子为他寄了 3次护腰。第一次寄丢，
第二次寄的效果不明显，最后她跑了好
几家药店，才买了一副皮质的护腰寄了
过去。军嫂们无不懂得，很多东西在身
处闹市的人看来不起眼，可是对于远在
边关的官兵来说，分量绝对不一般：一
套学习资料、一支口琴、一副眼镜……
她们尽自己所能，让官兵工作生活更方
便些。

“忠诚耕耘，收获温馨。”谈起家庭

来 ，大 家 脸 上 总 是 堆 满 了 幸 福 的 笑
容。一次，该团组织的军地双拥活动
中，连队上士赵国吉担负驻地课外辅
导员，没想到一位女老师一眼就瞧上
了他。“你现在有女朋友吗？我做你的
女朋友怎么样？”她热情似火、眼含真
诚。赵国吉憋得满脸通红，“我、我在高
原上守防，不、不适合谈女朋友……”这
是实话，也正是这份实在，打动了姑娘
的心，一句“我等你”，4年之后终成眷
属，她说：“这样的男人我无论如何都
放不下。”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让官兵温暖，
社会的关怀更令他们备受鼓舞。多年
来，该团组织山上山下换防，驻地百姓
自发组织迎送，人山人海令人感动。
去年 10月 8日，河尾滩边防连上士范

小军带着巡逻路上捡到的“石头旗”受
邀到北京参加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与
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国旗护卫中队共同
举办的“同升一面旗，共爱一个家”主
题活动，全社会再次将关注的目光投
向喀喇昆仑。“守防为了千家万户，同
时也是千家万户在守防。”对此，军分
区政委张国语气坚定，“喀喇昆仑卫士
扎根雪域高原，默默奉献，他们受到这
样的待遇当之无愧！”

2019年 1月初的一则军事报道里，
几位中年人忙于奔波在北京的一家家
户外用品商店，精挑细选着专业的登山
护具，他们口中反复提到一个名字——
河尾滩。春节将至，一个包裹成了全国
人民关心的焦点。这些中年人是 30多
年前毕业于北大、清华的校友，他们看

到前不久播出的一段河尾滩边防连歌
唱《我和我的祖国》的视频，被深深打
动，他们在朋友圈发起了一项倡议，要
赶在春节到来之前，为河尾滩边防连的
战士们寄去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一
箱包裹，将全军最高的哨卡与全国最高
学府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正如他们所
说，它幻化成一个雪球，在官兵与祖国
人民之间的相互感动里，越滚越大，热
度也越来越高……

“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关心，
我们都深藏心底。”官兵回忆起前不久
发生的一幕幕，如数家珍：南京市小学
教师吕巧玲在看到官兵事迹后，鼓励学
生给连队官兵写信，学习高原军人爱国
奉献的精神；上海市民李明霞得知哨卡
战士嘴唇干裂难以愈合，特意买了唇膏
等护肤品寄到哨卡；江苏省“最美军嫂”
陈妍，为河尾滩哨卡寄去水杯、围脖、巧
克力……

点点滴滴汇聚成海，这些都是边防
战士们卫国戍边的源泉和动力。再次
回放短片，喀喇昆仑高原守防官兵的铮
铮誓言犹如惊雷：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我就是流动的界碑！

离家千里心不孤单，爱的雪球越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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