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处红褐色的山川，覆盖着皑皑白
雪。新疆慕士塔格峰山尖上，一轮朝阳
冉冉升起，光芒照耀山河大地。

护边小组长麦麦提努尔·吾布力艾
山，带着护边分队沐浴着霞光开始了一
天的巡逻。通往木孜阔若山口一路的
一草一木、一沟一壑，在他的脑海中徐
徐展开。在这里守护 22年，他已将生
命融入帕米尔高原的山脉。

木孜阔若牧业点位于海拔5000多米
的雪线上，被当地人称为“冰窝棚”。在这
里，牧民一年四季得靠烧火炉取暖。麦麦
提努尔一家四代，在这里一守就是69年。

有一种家风

信守承诺，一脉相传

� 去年，麦麦提努尔的女
儿古丽加玛力刚刚高中毕

业，便第一时间向组织递交了护边申请
书，追随父亲加入“木孜库伦护边队”，
成为他们大家庭中的第16位护边员。

木孜阔若牧业点属高寒气候，氧气
稀薄，常年飘雪，境内高山谷地相互交错、
群峰沟壑叠连纵横……由于气候恶劣，新
中国成立之初定居这里的牧民，也只有三
四户柯尔克孜族老乡——麦麦提努尔的
祖父珀默勒·多来提，便是其中之一。

这里距离边境线还有一段距离，地
形复杂，交通不便，牧民们看到边防官兵
巡逻任务重，便主动腾出毡房供官兵休
息，还自发加入护边巡逻队伍中。就这
样，珀默勒成了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帕
米尔高原护边员，他也是整个家族的第一
位护边员。

时光回溯到 1952 年，在生命最后
的时刻，珀默勒告诉子孙，自己曾向边
防官兵承诺：“守好国界线，不让界碑移
动一毫米。”吾布力·艾山接过父亲珀默
勒手中的“护边接力棒”。那一年，他才
19岁。

一诺千重，一脉相传。为了信守承
诺，这个大家庭中先后有四代人、16名
成员加入护边员队伍。
“阿爸总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军大

衣、一双开了缝的绿军鞋，每次一出门就
是一整天。”在麦麦提努尔印象里，父亲
吾布力总是很忙碌，而家中的里里外外，
都由母亲塔西布·斯拉木一人操持……
直到疾病缠身，父亲才恋恋不舍地下山。

于是，麦麦提努尔的哥哥——塔吉
丁·吾普尔，接过父亲吾布力的班，那是
1980年。

护边巡逻中，塔吉丁不仅要完成日
常巡查工作，还要负责看护边境线上的
一个物资库。当时山上条件艰苦，几个
护边员每次只能挤在“地窝子”，每隔一
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一次，塔吉丁实在忍受不住寒冷和
孤寂，偷偷跑回了家。满脸胡子拉碴、嘴
唇也被冻得干裂的他本想偷个懒，却被
父亲吾布力逮个正着。结果，他连一口
热茶都没来得及喝，便被赶了回去……

常年巡逻守防积劳成疾，一天傍
晚，塔吉丁突然倒在了边境线附近的一
个山口，麦麦提努尔闻讯赶来，医生却
告诉他说，他哥哥的身体再也不允许踏
巡边防线了。

这一年，是哥哥成为护边员的第
17 年。22 岁的麦麦提努尔流着泪，下
定决心接替哥哥，加入护边员队伍。就
这样，在哥哥当年走过的雪线上，麦麦
提努尔一走又是22年。

常年巡守雪峰山口，护边员大多患
有心脏病、高血压等高原病，麦麦提努
尔也不例外。今年 44岁的他，患有严
重的关节炎。每次外出巡逻，他都要带
着厚厚的护膝，有时遇上雨雪风霜天
气，走路总是一瘸一拐……

去年秋天，17 岁的女儿古丽加玛
力高中毕业回到家中，打算下山到喀什
找一份工作。一次偶然机会，她跟随父
亲一同到山口巡逻。

那天，古丽加玛力跟着父亲沿着边
防线走了十几公里，尽管没有遇上什么
险情，但巡逻路上的艰辛和严寒，让她
对父亲在高原守防多了一分担忧。

回到家中，古丽加玛力将这一路的
经历写进日记，在她心里，“守边护线”
不仅仅是一句承诺，更是一份源于祖辈
父辈的赤诚。

后来的日子，她反复打电话向家中
几位担任护边员的亲戚了解情况——
她也想成为护边员，可又怕打小如掌上
明珠一般疼爱自己的父亲，知道这个决
定后会不高兴。

有一次，她在网上读到柯尔克孜族
女护边员布茹马汗的巡边故事，感动之余
她告诉自己，要向那位77岁的老阿妈一
样，“做应该做的事，过有意义的人生。”

不久，组织便收到了古丽加玛力的
申请书。她在申请书中这样写道：“过去
我并不了解父亲，并不了解‘挚爱祖国’
四个字的分量有多重。成为护边员，我
才能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才能真正读懂
传承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间的信仰。”

365个日夜过去了，这个倔强的姑

娘，对走上护边员之路，有着近乎“偏
执”的执着。邻居笑她痴傻，同学们说
她疯了，她还真的在山上待了下来。

3个月练就摩托车驾驶技能，5个
月继承父亲“活地图”的称号，半年又扛
起护边小组语言培训的任务……如今，
除了日常巡逻护边，古丽加玛力还利用
休息时间，走进山上牧民的毡房，为他
们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富民政策，成为
牧民心眼儿里的“慕士塔格峰之花”。
“古丽加玛力，是‘花’一样的护边

员……”说起女儿，麦麦提努尔笑得合
不拢嘴，“新时代的护边员，一定要有知
识有文化，我已经老了，为祖国守防的
任务，以后就要交给孩子们了。”

一座毡房就是一个哨所，一个牧民
就是一个哨兵。69 年，这一家四代接
力护边的故事，也带动一大批柯尔克孜
族牧民自觉投身巡边护边任务，正如麦
麦提努尔说的那样——“一个人能做的
事有限。为祖国守好国土，是我们能为
祖国做的最大的事了。”

有一种情怀

几多热忱，萦绕云端

� 雪山巍峨，长空湛蓝，人
心赤诚。几十公里边境线、22

年护边风雪无阻，10匹马、6辆摩托车、
上万次往返、全身上下20多处伤疤……

岁月悠悠，这些数字如同人生“史
诗”，记录着一群走在云端之上人的爱
国之心。对于这群人来说，默默坚守与
付出，换来的是心灵的宁静……正如他
们所言：“这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一大早，出家门，麦麦提努尔把军
大衣裹得更紧了。

跨上摩托车，用脚发动了十几次，摩
托车才启动起来。“车又该换了……”正
当他嘟囔的时候，妻子布加乃提·卡玛力
追了出来，往他的包里塞了两个馕、一瓶
酥油，“忘带干粮，看你这一天怎么办！”

已是老夫老妻，但对丈夫，布加乃
提还是“刀子嘴豆腐心”——不愿把关
心挂在嘴边，而麦麦提努尔早就习惯了
这种无处不在的关怀。

作为护边组组长，麦麦提努尔的巡
逻任务很重——

他每天的巡逻路程有 20 余公里，
走一趟下来得 2个小时左右。除了日

常巡查，麦麦提努尔每天还得去一次边
境，来回近 40公里，骑摩托车也得花上
3个小时。

途中感到累了，麦麦提努尔就和同
伴把路边的石头一堆，在上面铺个袋子，
当作临时休憩点；饿了，就用馕蘸点酥油
填饱肚子；闷了，就哼唱几首歌，“山上缺
氧，也不敢高声唱，怕倒在山上。”
“以前山里没信号，只要进山，就意味

着失联。”遇上紧急情况，麦麦提努尔和同
伴只能自行解决。一年严冬，他和同伴去
巡查时遭遇暴风雪。摸索前进中，麦麦提
努尔不慎跌倒摔伤了腿。同伴们轮流背
着他，花了4个小时才回到家里。

这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每一
次，麦麦提努尔迟归的夜晚，妻子都辗
转难眠，祈祷着丈夫平安归来。

10多年前，一次巡逻中，麦麦提努尔
攀爬悬崖时，脚趾被尖锐石块割了一道
深口子，但他咬着牙、瘸着腿继续巡线。

一个星期过去了，脚上的伤口化脓
了，麦麦提努尔连路都走不了。乡医院
的医生多吉劝他：“你们这些护边员，是
吃苦吃惯了嘛，为啥不爱惜自己的身
体？”那一回，他的脚手术缝了 5针，好
几个月过后才好。
“如今不怕了，我们巡边有了‘好帮

手’。”麦麦提努尔指着身旁的摩托车笑
了——1997年，刚当上护边员的麦麦提
努尔，攒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此后
22年间，麦麦提努尔骑坏了6辆。

3年前，乡政府在护边员值班点修
建了宿舍，有电有热水，还能做饭。补
贴从每月 100元增至每月 2600元，还为
他们配备了摩托车……

今天，骑着上级配发的崭新摩托
车，麦麦提努尔心里那个乐呵就别提了。

他们一路向着海拔 5000多米的边
境线上走，越往前，山路越颠簸、空气也
越稀薄……而脚步却不会停。

要说担心的事，麦麦提努尔一家也
遇到不少。这两年他的腿脚愈发不听
使唤，可他还要每天巡一次边境线。有
人问他，为何能坚守这么多年，他说：
“守在这里特别踏实，护边是我们生命
里最重要的事。”

有一种脉动

为国守边，满足自豪

� 茫茫雪山，皑皑雪原，放
眼望去一片雪白。

执勤房的一角，鲜艳的五星红旗每
天准时升起，从未间断。
“就像史诗《玛纳斯》一样，父辈们

将爱国精神通过故事、诗歌口口相传
给后代，爱国精神从小就流淌在了我
们的血液里，我们忠诚为国守边，既满
足又自豪。”看着那面鲜红的五星红
旗，麦麦提努尔感慨道。
“想放弃的时候，是阿爸用行动，感

染着我们每一个孩子。”古丽加玛力讲
起自己的一段经历。

去年冬天，天气较往年更冷。高原
的恶劣环境给刚刚接过“护边接力棒”
的古丽加玛力来了个“下马威”。

一个清晨，古丽加玛力穿上厚重的
大衣，骑上摩托车像往常一样出发，回
来时已是次日凌晨——母亲布加乃提
站在门口张望，只见女儿身上的衣服被
冻得僵硬，人推着摩托车慢慢走着……

原来，巡逻途中，由于操作不当，
这个年轻的姑娘连人带车一起栽倒，
直接跌进路边近 2米深的雪坑……

同行的队友见状，立即展开营救。
在近 2 米的积雪中，他们有的用手挖
雪、有的用绳子拉人，半个小时后，才将
人和摩托车都拖了出来。

为了不耽误护边任务，古丽加玛
力手推摩托车坚持走完巡逻路。雪山
上-20℃的温度，让她身上的衣服结了
一层层的“铠甲”。

这一走就是十几公里，一天下来，
她又冷又困又饿，回到家时，全身已经
麻木了；躺在床上的一刻，不争气的眼
泪如泉水般涌出……
“我为啥不找个舒舒服服的工作，

偏要吃这份苦？”一整夜，古丽加玛力都
在“纠结”中度过，睡得一点都不踏实。

翌日清早，父亲叫起睡梦中的女
儿：“巡逻队快要出发了，走，咱们升国
旗去！”

望着一抹鲜红升空，心中一股暖流
涌动。一连多日，为了鼓励女儿，麦麦
提努尔每天都重复着做同一件事——
准时叫女儿起床去升旗。

又过了一周，古丽加玛力主动找到
父亲：“阿爸，明天带我一起去巡逻！”
“知女莫若父，我最了解我的女儿！

她是个坚强的孩子，绝不会半路上打‘退
堂鼓’。”麦麦提努尔对妻子布加乃提说
着，脸上挂满欣慰的笑容。

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巡逻摩托车
队渐次出发，一颗年轻的心再次在云
端飞扬……

古丽加玛力说：“以前上学，从没感受
过父亲巡边的不易。如今自己‘扛过这一
关’，才真正体会到巡边的酸甜苦辣咸。
守护边防、守护家人，这才是有价值的青
春。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国家，就是最大的好。”

把祖国高高举过头顶，这是一名90
后护边员的青春，也是她极致的忠诚和
热爱。

照片由周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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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在哪里，界碑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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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几代人赓续传承②

深夜的七连屿，灯光点点，犹如一串

点缀深蓝海际的明珠。

在北岛一处简易棚房下，三沙民

兵黄宏波，在灯光下反复查看一周的

记录成果，他和海龟保护员陈山正商

议着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今年64岁的黄宏波怎么也想不到，过

去依靠打鱼为生的他，如今当起了北岛海

龟保护站站长，每天的主要任务是巡逻岛

礁、保护海龟和岛礁生态。

黄宏波与海龟，结下了近半个世纪

的情缘。20世纪 60年代，黄宏波一家

就住在北岛，他们在周边海域靠打鱼为

生，延续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饭碗”。其

实，在北岛生活的渔民不止黄宏波一家

人，大家日复一日关心的只是每个月打

捞上了多少水产、能不能比去年多挣一

点钱。

然而，黄宏波和渔民们也慢慢注意

到祖祖辈辈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岛礁周边

有了微妙的变化——岛边的垃圾多了，

水下的珊瑚少了。最让他们痛心的是，

陪伴渔民生活多年的海龟，在过去10

年间数量也有所减少……

在南海一线，海龟被驻岛官兵和

守岛渔民亲切地称为“老朋友”。黄宏

波记得，他在1967年第一次随渔业生

产队来到西沙时，经常可以见到海龟

的踪影，在七连屿产卵的海龟更是成

群连片……近年来，由于海洋污染、

发展旅游业等原因，海龟等海洋物种

的数量减少，黄宏波看在眼里，急在

心上。

为改善日益恶化的岛礁生态环境，

2012年三沙市驻岛军民联合出台一系列

生态保护措施，并动员长期生活在岛礁上

的渔民转产转业，把精力投入到岛礁生态

保护上……黄宏波就是最早转产的民兵

之一。

为进一步规范岛礁保护机制，三

沙市设立“岛长制”，黄宏波成为首批

“岛长”。接下来，“岛长”黄宏波开始

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记录海龟产卵情

况，制作保护牌，按时寻访观察孵化

情况。

再后来，黄宏波等长期生活在北岛

的渔民，正式被列编为三沙民兵，他们每

天在岛礁附近海域执勤巡逻，偶尔还要

担负海上运输任务。

“如今我们的任务更重了——配合

守岛官兵，在礁上勘察岛礁情况，还要

查看有没有海龟上岛。如果发现夜间

有海龟上岸，我们会插上木牌、做好登

记，并将编号、日期登记在册。”黄宏波

说，每次巡查，如发现有海龟被渔网缠

住或受伤，他和其他民兵会第一时间进

行救护。

“海龟是极度依赖生态环境生存

的动物。前些年，每年在七连屿产卵

的海龟，从几百窝逐渐减少到几十

窝。”驻守三沙永兴岛的三沙警备区战

士蔡雷笑着说，如今上岛的海龟多了

起来，在岛礁维护方面，民兵们发挥的

作用可大哩！

每年3月至10月，是南海海龟洄游

上岸的产卵季节。

“海龟产卵，对于环境要求很高。

岛上既不能有噪声打扰，岸边也不能

有垃圾漂浮。”今年产卵季，黄宏波就

带领北岛民兵们，悄无声息地捡拾被

海风吹到岸边的漂浮垃圾，避免被海

龟误食……

黄宏波的努力没有白费。去年以来，

七连屿海龟上岸产卵数量明显增长，他和

几名“岛长”曾做过统计，今年以来，岛上发

现的海龟窝就有117处。

今年，设立在北岛岸边的“海龟保护

中心”已投入使用，岸边搁浅受伤的海

龟，还将在那里接受治疗。“海龟也认人、

认地方，生态环境好了，洄游上岸的海龟

一定会越来越多的。”黄宏波说，守护它

们，我很知足。

这是发自内心的快乐。真正快乐的

生活，源于双手创造。

渔民“岛长”与
海龟的故事

■本期观察 张 成 肖炬鹏 高萌远

一个人，一辈子，怎样才能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帕米尔高原慕士塔格峰脚下，一家四代护边员

69年接力戍边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答案。

新疆阿克陶县布伦口乡苏巴什村的通外山口，

是通往塔吉克斯坦的要道。这里平均海拔5000多

米，终年积雪，气候酷寒，当地许多农牧民护边员日

夜巡走在悬崖峭壁上。

麦麦提努尔·吾布力艾山今年44岁。他生命中的

大部分时光，是在帕米尔高原的边境线上度过的。

22年，只为守护祖国边地，每日跋山涉水、夜宿

雪岭，成为麦麦提努尔的寻常生活；巡边路上，唯有

孤独、危险和寒冷相伴。他的祖父珀默勒·多来提

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护边员，老人曾告诉后代

子孙，“我们人在哪里，界碑就在哪里”。这句话，后

辈们牢记在心，代代相传。

如今，麦麦提努尔的侄子、女儿也成了护边

员。子孙们继承了祖辈的事业，也继承了祖辈忠诚

奉献、吃苦耐劳的品格，成为麦麦提努尔最大的欣

慰。

对于帕米尔高原的护边员而言，热爱祖国是一

种信仰：义务巡边，不求回报；热爱祖国更是一种坚

守，谨守祖训，始终如一……这种极致的忠诚和热

爱，感动着包括编者在内无数踏上帕米尔高原这片

净土的人。 —编 者

“对于久居山沟沟、出行不便的官兵
而言，无人超市落户于此无疑是个大喜
事。”驻守深山的联勤保障部队某部下士
王腾开心地告诉笔者。带着好奇，笔者和
王腾一起走进了无人超市。

该部领导向笔者介绍，以往，官兵购
物只能利用节假日，到几十公里外的市区
大型超市集中采购，来回不仅耗时长，车
费支出也相对较高。

今年以来，他们利用退役军人事务局
走访慰问契机，诚邀驻地大型企业公司在
军营内联建无人超市，建成后的超市 24小
时营业，销售日用品、文具、餐饮等 1600余
种商品。

供货商除了定期更新商品外，还及时
了解官兵意见建议，以便根据官兵需求
调整货物，并允诺所有商品均低于市场
价格。无人超市利用二维码识别技术、

智能货架以及射频技术，不到半分钟，几
样商品扫码完成；随后，大家还可选择多
种电子支付方式进行支付，让购物变得
简单高效，也让身在大山深处的一线官
兵享受到便捷而新颖的购物体验。

除了无人超市，该部还与具有相关资质
的科技公司协作，建成了“军营一卡通”和“智
能安防系统”。系统综合运用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技术，实时监控仓库重点部位目
标安全。该部领导说：“边关不再遥远。军地
联手互惠互赢，既让官兵训练生活更为便捷，
也实现了警卫勤务的自动化、智能化。”

无人超市落户偏远军营
■郭 彬 郑小青

边关速递

蜜“木孜库伦护边队”在巡逻途中。

蜜麦麦提努尔（中）和妻子布
加乃提（左）、女儿古丽加玛力（右）。

蜜
这
是
官
兵
拍
摄
的
无
人
超
市
内
景
。

蜜在边境线上升起五星红旗，
这是护边员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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