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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第4254期

这是初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世
界上第一高峰——海拔 8844.43米的珠
穆朗玛峰，鹤立鸡群般矗立在喜马拉雅
山的群峰之上，银光闪闪。

此刻，一群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
正从它的北侧一步步向雪峰深处艰难
跋涉。他们巡逻的最后一站，是海拔
5711米处的兰巴拉山口62号界桩。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西藏军区某
边防团二营六连一排长潘洪帅。1.78米
的身高，魁梧结实的身板，黑漆刷过一样
的浓眉，明星一样生辉的双眼，真没辜负
他名字中的那个“帅”字。不过，这一切现
在都掩藏在那一片迷彩和防护面罩里了。

六连，地处海拔 4380米的喜马拉雅
山麓，是距离珠峰最近的中国军营，主
要负责山脉一线 156公里边界的巡逻管
控任务，素有“珠峰卫士”之称。该连营
地年平均气温只有 2-4℃，冬天可达零
下 30多摄氏度。潘洪帅 2008年入伍来
到这里，一转眼就是 10年。这是他参加
执行的第80次珠峰巡逻任务了。

出生在山城重庆的潘洪帅，从小就
对军营充满了向往。一部电视连续剧
《士兵突击》，他看了 8遍还不过瘾，里面
的许多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而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的那场救援行动，更给他
带来心灵上的震撼。当时正在复习准备
参加高考的他，在电视里看到余震警报
拉响了，可一名解放军战士仍哭着求领
导让他再救一个人，小伙子感动得泪水
直流，埋藏在心底很久的一句话终于脱
口而出：“爸爸，我要当兵去！”

这也正是父亲对他这个独生儿子
的期望。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父亲兴冲
冲地冲进家门就喊：“儿子，征兵开始
了！听说有去新疆和西藏当兵的名
额。”正在冲澡的儿子立马回应：“我要
去西藏！那里有珠穆朗玛峰！”命运就
是那么巧合，从重庆到拉萨，从日喀则
到定日县，跨越千山万水，潘洪帅最终
被分到这个边防连。当初说要到西藏，
因为他脑子里只有珠穆朗玛峰。可西
藏那么大，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够来
到距珠峰最近的军营，成为一位名副其
实的“珠峰卫士”。

新兵下连后第一次到珠峰去巡逻，
潘洪帅主动报名要求参加，终于如愿以
偿。巡逻前夜，他激动得没有睡好。

队伍出发前准备行装，干粮、照相

机、卫星电话、指北针、地图、国旗、油
漆，还有急救包，要带的东西真不少。
潘洪帅主动要求背枪，因为他觉得背枪
最威武，更像巡逻兵。
“猛士”车一路翻山越岭，奔驰 60多

公里，将他们送到雪线以上的位置再也
无法前行了。接下来，就要靠巡逻兵们
用双腿在白雪皑皑的悬崖峭壁间攀行10
多公里，把自己送达兰巴拉山口了。刚
开始时，小伙子们还兴高采烈。当那座
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突现眼前时，潘
洪帅和其他新战友一样激情澎湃。指导
员现场给新兵们鼓励：“这就是世界上最
高的山峰，我们的工作也要向最高的标
准看齐。”此时的潘洪帅，激动得很想作
首诗。可一句诗文还没想出来，就发现
脑子“短路”了。他感觉胸越来越闷，腿
越来越沉，路越走越累。身上的一切，包
括背的那支步枪甚至架在鼻梁上的那副
酷帅的墨镜都是沉重的负担。气越喘越
厉害了，他真想就地躺下来。排长在他
身边给他打气：“加油，坚持住！”

一片蓝幽幽的冰川出现在大家的
面前，班长自豪地告诉新兵们：“这就是
著名的兰巴拉冰川，千年不化。咱们国
家 13亿多人，有几个人能见到这样的风
景？！我们应该感到自豪！”一句话，又
点燃了大家心中的激情，潘洪帅顿时感
到身上有了一股神圣的力量。

62号界桩终于到了，新战友们激动
不已！大家忙着给在风雪中褪了色的
字体描上红漆，举着国旗在这里拍照。
一个新战友忘了领导的提醒，摘掉墨镜
留影，他想告诉父母亲，儿子是祖国边
境最高山峰的卫士，想让家乡的父老乡
亲分享他的荣光。还有一个新兵索性
把面罩摘下，左一个动作、右一个造型，
想在这里留下青春的纪念，把照片寄给
远方的心上人……

雪山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阳光极
其灿烂的天空，瞬间飞雪走石。天空中呼
啸的仿佛不是零下30多摄氏度的寒风，而
是一把把嗖嗖飞来的锋利刀子，只要露出
一点肌肤在外面都会受伤！

下山的路，变得极其危险。翻过一
座山脊，前面出现了一片开阔的雪地。
一双双作战靴踩得积雪吱吱响，连长示
意大家别出声。因为，连说话的声音大
一点都可能引起雪崩。1973 年 2月 28
日，这个连队就有 23名官兵在巡逻途中

遭遇雪崩，全部壮烈牺牲。这样的教训，
深深印刻在连队每个老兵的心上。

就在此时，哧溜一下，一个新兵沉
入雪中突然消失了。原来雪下是冰川，
冰川里有无数冰窟窿，每个冰窟窿都深
不见底，如果有人掉进去，后果不堪设
想。幸运的是，那个新战士横挎的枪支
卡住了冰缝，大家赶紧七手八脚地把他
救上来。

从兴奋不已到惊心动魄，第一次的
珠峰巡逻似乎就这样结束了。每个新
兵都有过这样的第一次。当大家再次
登上那辆“猛士”返回时，小伙子们累得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巡逻的后遗症接踵而来。那个在界
桩旁摘掉墨镜的新战士，回到营房的当
夜双眼红肿失明，疼痛不止。他得了雪
盲症，好在军医具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几
天后他又复明了。而那个扯掉面罩摆
POSE照相的新战友就惨了，脸上整天火
辣辣得痛，皮肤一块块变紫发黑，并一片
片卷起来。

不要以为这是个例，在“珠峰卫士
连”，无论老兵新兵，每次巡逻回来，即使
防护措施做得再好，脸上大多也要脱一层
皮，只不过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怨
言，也没有犹豫，有的只是“快乐再出发”。

每一次巡逻，都会遇到不同的危
险。成了老兵、当了班长的潘洪帅，应
该说对巡逻路上的情况很熟悉了，但也
还是经常遇到险情。一次在完成界桩
的巡逻任务往回走时，他拿着地图，想
给大家探出一条近路来，结果脚下一
滑，溜到了冰缝的边缘。万幸的是，一
只脚被冰岩挡住了，往下一看，是万丈
深渊，他顿时惊得头上直冒冷汗。他冷
静地将背包带捆在腰上，系上战友放下
来的绳子，最终被大家拉了上来。回到
车上，他的大腿抽筋，疼得脸都变形了。

每一次回营的路上，都有人半开玩笑
地说：“下次巡逻，我不敢来了。”可下次，
大家还是争先恐后地报名，没有一个人愿
意拉下。因为，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
“珠峰卫士连”诞生于中国革命的烽

火硝烟中，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筑路进藏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多
次出色完成剿匪平叛、抢险救灾和边境
封控任务，官兵们具有不怕艰难困苦、不
怕流血牺牲的光荣传统。近些年来，连
队先后获得“全面建设先进连队”“边防

执勤先进单位”与“先进基层单位”等许
多殊荣。现任连长普琼次仁，毕业于原
昆明陆军学院，在去年洞朗对峙事件中
执行任务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指导员
李江毕业于西南交大电子信息工程系，
矢志扎根边防，建功立业，2015年荣立三
等功，2016年被军分区评为优秀基层干
部。全连官兵叫响的口号是：“二营六
连，勇往直前；珠峰卫士，满腔斗志”。

当初的六连，住房等生活条件很
差。为改善这种状况，官兵们热火朝天
地投入到改造营房的战斗中。潘洪帅刚
来连队时，就参与其中。在施工中，他的
右脚被钉子戳穿，拔掉钉子后仍然参加
战斗；左脚被砖头砸伤了，轻伤不下火
线。一次砌墙时他不慎从脚手架上摔
下，右胳膊被划出两寸多长的伤口，皮肉
外翻，他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
上阵。鉴于他的出色表现，2014年已转
为士官的他被组织上推荐保送到原陆军
军官学院上学。军校毕业后他本来可以
选择在内地部队工作，但他毅然决然回
到“珠峰卫士连”当了一名排长。他说他
的心已经留在了这里。

由于这里海拔高，氧气吃不饱，因
此，一般军人结婚都选择回内地。可
2016年冬天，潘洪帅却让未婚妻千里迢
迢从重庆老家赶到部队驻地，并在当地
领了结婚证。他说，因为这里的结婚证
上印有藏文，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由于深受他的影响，爱人也对六连
驻守的地方产生了深深的感情。发现
驻地有些藏民的孩子家庭比较贫困，她
就热心地发起募捐，为孩子们先后捐赠
了 400 套服装和 100 套学习用具，被当
地藏民传为佳话。

不久，妻子怀孕了！这是该连军人
在高原孕育的第一个新生命，潘洪帅惊
喜不已！如今，儿子已经 6个月了。他
通过视频对牙牙学语的小家伙说：“快
快长大吧儿子，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爸爸有接班人了！”

珠穆朗玛峰之所以能够耸入云天，
就是因为它有着巨大而坚固的底座；边
防军人之所以能够安心守边，是因为他
们有着后方亲人的无私奉献。

而潘洪帅和他的战友们不仅守卫
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也守卫着中国军
人最高的精神高地。他们生命的高度，
亦不是珠峰那8844.43米可以衡量的。

珠峰卫士
■朱金平

如果说

这位六十五岁的老人被迫重操旧业

做钳工，将五十年前

法国勤工俭学学到的一技之长

又驾轻就熟地发挥

且有板有眼，得心应手

或许不难理解

如果说，在森严的军营之中，被篱笆墙

圈住的狭小天地里

在一双二十四小时监视的目光之下

居然有闲情逸致

发挥一个农民儿子的看家本领

种菜栽瓜，给清贫岁月添一分给养

又在庭前植下四棵桂花树

极具耐心地等待它们长大长高

一举一动，有何深意——

一个发誓毕生献给真理的职业革命家

一个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生死与共

风雨同舟半个世纪的老人

会让自己信仰之舟在赣江之畔搁浅？

做一求田问舍翁的遁世者？

而我闭目沉思，想象这位老人

在拖拉机修造厂劳累一天后，走上一条

今天已相当著名的小道，还在这孤弦上

弹奏对于未来的畅想

当他坐在庭院里，透过桂花树枝叶

仰望裂了缝的天空

还有什么疑问不能释然？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我来到这里，更多答案已经揭晓

——那块小小菜地里

曾耕耘着深圳那片试验田的雏形

和四棵参天的桂花树一起成长的

是“四个现代化”思想的萌芽

赣江听潮
■刘起伦

伴随着沉闷的雷声，雨，由缓到急，
由小到大，噼里啪啦地落下来。雨滴打
在荷叶上，像万颗珍珠撒落，跳跃着，滚
动着，带着淡淡的荷香，这就是冀中平
原上的荷花雨。家乡夏季的荷花雨比
起南方的芭蕉雨，别有一番韵味。

外婆家往北几十米的村边有一个
好大的清水塘，每年夏季，清水塘的荷
花开了，粉的，红的，白的，仰天绽放，
在碧绿的荷叶衬托下，犹如亭亭玉立
的仙女，让人流连忘返。小时候，母亲
经常带我去外婆家，每次去我都要到
清水塘边观赏荷花，有时还跳进清水
塘跟表哥学游泳。表哥比我年长 7岁，
他学名叫孟繁华，是一个相当帅气的
小伙子。每年农忙季节，他都来我们
家，帮着干农活，耕地、播种、割麦、收
高粱、收苞谷，地里的活儿，他样样干
得利索又漂亮。

记得那年夏天，冀中平原天旱不
雨。烈日下，村里的大人和孩子都无精
打采，猫儿狗儿躲在阴凉处眯着眼睛打
盹儿，地里的庄稼都晒蔫了。这当儿，
我和平原上的人们都盼着一场大雨，把
太阳浇得湿漉漉的，把大地灌得雨淋淋
的，把庄稼洗得绿油油的。
“明儿我带你去姥姥家。”母亲说。
“太好啦！我要跟表哥去清水塘游

泳。”我高兴得直蹦高儿。
翌日清晨，我跟随母亲踏上了通往

外婆家的路。母亲提着红色的油漆笸
箩，我俩沿着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到
达外婆家那个谷家左村。村西北角那
个清水塘，荷花开得正艳，那迷人的花
色仿佛使我进入瑶池仙境。

到了外婆家，中午随便扒拉了几口
饭，我便跟随表哥去清水塘游泳去了。

说实在话，我的水性比旱鸭子强不

了多少。看到清水塘东隅那一片美丽
的荷花，我独自游了过去，想采几朵荷
花献给我的母亲。母亲喜欢荷花，她虽
然没文化，可是她画的荷花雍容典雅，
一点也不俗气。可是，我不知道那是深
水区呀，没采到荷花，却沉入水底，咕嘟
咕嘟地喝了一肚子的水。谢天谢地，表
哥把我救上岸，肚子里的水还没完全吐
出来，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几声响雷，瓢
泼般的大雨倾泻而下。雨滴落在水面
上，清水塘荡起一个又一个圆圈儿，雨
洗荷花更娇艳，荷叶上晶莹剔透的雨滴
跳跃着，荷香在雨中弥漫开来，嗬，这突
如其来的荷花雨，把表哥和我都浇成了
落汤鸡。

回到家，母亲没有责怪我俩，反而
安慰说：没有荷花绽放，就没有醉人芳
香，没有风风雨雨，就没有七色彩虹。

不久后，表哥毅然参军。母亲惦记
着他，时常提醒父亲给表哥写信，问寒
问暖，鼓励他不断进步。听说表哥在部
队入了党，又立了功，我父母高兴得合
不拢嘴。那年，表哥从部队回家探亲，
在新华书店工作的父亲把一块进口手
表赠送给表哥，母亲叮嘱的话儿说不
完。抗战时期，父亲担任本村青年抗日
先锋队主任，母亲担任本村妇救会主
任，他们曾把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送往
抗日前线，而今表哥穿上绿军装，他们
怎能不高兴呢！

或许是受到表哥的影响，1964 年
冬季，我也报名参军了。离开家乡前，
母亲到五里外的东黄城商店精心挑选
了一个搪瓷洗脸盆，盆内有荷花金鱼的
图案，煞是好看。从那以后，每天早晨
和夜晚，透过一盆清水，凝视着洗脸盆
里的荷花，我想起慈祥的母亲。身在军
营，思念悠悠。

又到盛夏，漫步在公园的荷香中，
我和表哥两个老兵回味着母爱的深沉，
那美丽的荷花犹如母亲的化身，那飘洒
的荷花雨是母亲的深情，点点滴滴，温
润着悠长的岁月和绿色的情怀……

荷花雨
■乔秀清

一匹白马

扬起血性的鬓毛

奔腾生风 蹄声惊雷

南征北战 风卷硝烟

总在胜利歌声中前进

那匹战马 穿行 跨越 奔跑

在黑夜 擦亮星星和月亮

沾满血的马蹄 发出声音

回响天地间 闪亮

经历血雨腥风 枪林弹雨

它的悲壮雄奇的故事

和伟人一样神奇

让冷血的敌人胆寒心惊

马的命运多舛

蹄印里深藏血泪和艰险

每一处惊喜都有

冷箭的影子

呼啸的弹头

只有这匹有血性的羁马 敏捷

奔跃避让

杀出一条血路

血染旗帜迎风猎猎作响

一段刻骨铭心 金戈铁马的历史

总是让世代人切切动容 敬畏

远去的蹄声
■严志明

清晨醒来，我打开微信，朋友圈里的
一条消息映入眼帘：“连队活动室的大树
死了！”后面还缀了3个“哭”的表情。

消息的发布者是玉树骑兵连的范指
导员，不到几分钟，我看到陆陆续续有同
事回复：“一棵树死了而已，不至于吧？”
还有曾经在连队任职的排长朋瓜回复：
“这棵树，真的不容易……”

看到这儿，我不禁心头一紧，脑海中
回想起去年 8月去玉树骑兵连采访时听
到、看到的和树有关的故事。

玉树藏族自治州处在被誉为“中华水
塔”的三江源头，长江、黄河、澜沧江都发
源于此，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可
就是在这里，许多看似平常的事物在当地
人眼中却极不寻常，甚至罕见，比如绿色，
比如森林。因为树难成活，这里一直有着
“树如玉贵”的说法，“玉树”也因此得名。

第一次走进连队大门，院内干净整
洁，但绿化带内又是另一番景象：草坪
上、树坑里，稀稀拉拉地生长着高低不
齐、品种不一的杂草，看得出是很久没有
修剪的结果，这和内地营区有很大不同。
“你们从来不除草吗？”我说出了心

头的疑惑。
连队文书李智是个江苏小伙儿，皮

肤黝黑，嘴唇发紫，高原阳光在他年轻的
脸庞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已然看不出
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小伙儿模样。他告诉
我，因为这里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植物
很难成活，所以营区里只要长出绿色植
物，不管是什么品种，不论好看与否，大
家就像对待宝贝一样，才舍不得除掉呢。

杂草都如此珍贵，更别说树木了。
因为多处是永冻层和沙砾地，水分难储
存，再加上空气稀薄、紫外线强烈，种活
一棵树，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去年 3月，连队在营区里种了 300多
株树苗，可 5月份的一场大雪差点让树
苗“全军覆没”，成活率不到十分之一；上
等兵王刘勉特意从老家带来苹果树苗，
精心呵护了个把月，孰料半夜一场大风
把树苗吹跑了。他在营区里找了半天也
没找着，回来时满脸是泪……

尽管困难重重，但官兵们不轻言放
弃。在房前屋后种草植树，在温室菜园
栽花点豆，是一代代骑兵连官兵坚持去
做的事。多年来，他们也探索出一套成
活率较高的植树法：先用火烤融冻土层，
再深挖树坑，然后从草地拉回牛羊粪和
腐熟土，填埋在坑里。树苗栽好后，再用
棉絮和布料包裹起来保暖。慢慢的，营
区里一棵又一棵树木成活、成行、成林，
成故事，记录着连队的变迁，也见证了一
代代官兵走过的春夏秋冬。

活动室内的那棵柳树就是其中之
一。范指导员称它为“大树”，实际上，它
并不大，但在玉树这样的地方，又的确算
是棵大树了。

我第一次见到这棵树时，是惊讶的，
因为它是一棵“冲破”屋顶的树。连队活
动室是幢独立房，一进屋，第一眼就能看
到这棵树突兀地立在大厅中央。顺着树
干抬头看，枝丫充满向上生长的力量，冲
出屋顶以外，郁郁葱葱，将房顶很大一部
分覆盖。

指导员给我讲了这棵树的故事。8
年前，玉树发生特大地震，营房严重受
损，需要重建营区。当时，老营区内的一

片绿化带被规划到新建营房的地基内，
连同这棵柳树在内的 10多棵树面临被
砍伐的命运。当得知这一消息，不少官
兵落泪了，大家态度一致：“宁可不住新
营房，也不砍伐一棵树！”

后来，上级修改了建设方案，最大限
度地保留了营区内的花草树木，但这棵
柳树还是无法避免地被规划在连队活动
室的场地内。因担心移植树木会致其死
亡，建房时，官兵们专门在活动室的屋顶
挖了洞，让树干从房顶穿出，给它留下足
够的生长空间。不仅如此，活动室向阳
的一面也换成了落地的玻璃墙，以便它
吸收充足的阳光。

这棵柳树在连队一茬茬官兵的悉心
照料下茁壮成长着，在官兵心中，它不仅
仅是一棵“树”，更是与大家并肩战斗的
战友，一同与恶劣环境、自然灾害抗争。
枝繁叶茂的它，被大家称为“英雄树”，一
直是官兵们心中的骄傲。

这样一棵“英雄树”怎么就死了呢？
我忍不住发微信问范指导员。他说，今年
春天，这棵柳树迟迟不肯发芽。官兵们给
它定时浇水、输营养液，天天盼着它重吐
新绿，可还是不见动静。其实，每年春天
树苗抽绿的时候，大家都会捏把汗，因为
谁也不知道这些树能不能从过去一年风
霜雨雪的考验中挺过来，谁也不知道它们
要长到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的成活。

最终，这棵年近 20年的“英雄树”还
是难逃“夭折”厄运，枯萎了，也就有了范
指导员在朋友圈里发的那条消息。

我在惋惜的同时，也庆幸自己亲眼目
睹过这棵树生机勃勃的姿态。我又询问范
指导员这棵树的现状，他发语音告诉我，连
队决定将这棵树继续留在活动室内，让它
一直陪着大家。战士们还买来了装饰用的
绿叶，缠绕在干枯的树干上，让它一年四季
都“生机盎然”。“虽然‘英雄树’死了，但我
们还是会一直种树不止！”手机那一头，他
的语气里充满了豪气与坚定。

这棵树是坚强的，它在条件恶劣的
青藏高原扎根成长多年，在大地震后劫
后余生；这棵树是幸运的，它凝聚着一茬
茬高原官兵的心血，虽然已经死去，却早
已活成一道风景。

玉树，玉树，在这个树贵如玉的地方，
有那么一些树，脚下踩着滩涂沙砾，枝上
披着雨雪风霜，却依旧充满活力。还有那
么一群人，他们战风斗雪、坚守岗位，努力
播种着一方绿色，也耕耘着一片心田……

玉
树
的
树

■
段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