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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英

7月的周末上午， 瓦蓝的天空悬着火球般的太阳，
云彩好似已被熔化，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坐在空调下
全神贯注地看着CCTV的“朗读者” 节目， 手机传来微
信消息的“叮咚” 声， 一看， 是高中同学和平发来了
同学小林在案前奋笔疾书的相片， 我问： “有什么好
事啊？” 和平说：“小林今天下午搬新居， 中午在我这里
吃饭， 正在挥毫撰写对联哩。”

和平发来了小林冥思苦想出的对联。 年近六旬的
无房户小林， 能够搬入新居， 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但我觉得他写的对联似乎兴奋点不够。 我和老公说了
这回事， 要他动脑筋修改， 老公想了一阵， 写给我看：
“山贫水瘦无龙影， 太平盛世有党恩。” 好！ 主体意思
表达得清楚。

同学小林个头不高， 天资聪颖， 志向高远， 但动
作迟缓、 性格迂腐， 40年前高中毕业以几分之差高考
落榜， 家中困难无钱复读， 贫病交加， 至今未娶。 去
年农历正月， 和平首次带小林来参加同学聚会， 凛冽
的寒风中， 陪我一同前去的哥悄悄对我说:“看小林那
萎靡的神态， 单薄的衣裤、 脏旧的手工毛线鞋， 对比
我们自己所穿所用， 真是令人心酸， 我们一定要想办
法帮帮他。” 回来后不久， 极少逛街的哥上街给小林买
了衣服鞋子， 我也托同学捎去了一些财物。

今年初， 小林给我打电话说， 同学聚会后， 大家
对他嘘寒问暖， 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情谊。 在乡卫生院
打针吃药大部分可以报销， 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劳动
中受过伤的腿脚也灵敏多了。 县委扶贫工作组派了一
位年轻大学毕业生对口帮扶， 给他整理打印了多年的
手稿， 指导他养蜜蜂， 栽板栗树， 还送来了黑山羊，

真是如沐春风。
3月， 我们几个同学特意去了太平村一趟， 得知在

扶贫干部的指导下， 小林扩大了养蜂规模， 每天去检
查蜂箱， 细心照看蜜蜂， 有空就给板栗树除草施肥灌
水， 还栽培了桂花树， 种了中药材， 开展池塘养鱼、
山坡养羊等。 在党的扶贫攻坚政策和小林自身的努力
下， 总算是结果采蜜， 羊肥鱼壮， 还清了陈账并略有
节余。 附近村民家里有红白喜事， 小林热心地去帮他
们写对联、 文书， 向乡亲们宣讲养生保健常识， 热情
利用自己的知识为四邻服务。

去看小林的那天， 村上帮他建的安置房已初具规
模， 小林的侄子们正在帮他贴瓷砖。 房子建在小林家
祖屋地基的山坡上， 青山翠竹， 视野开阔， 面积虽然
有限， 但正屋厨房厕所一应俱全。 小林指着不远处那
栋墙体已经开裂的破旧土坯房说， 那就是他曾经的栖

身之处， 冬天风漏得厉害， 晚上睡觉都得戴上毛线帽
子。 以他这样的病弱老残之躯， 如果不是政府出面，
恐怕这一辈子都不敢想像建新居住新房。

昨天傍晚， 小林又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 说新屋
就像世外桃源， 安静舒适， 水电齐全， 早晨空气清新，
晚上凉风送爽， 他邀请县城里的同学有空去避暑度假。

贫困像一道顽固的坎， 曾阻隔着小林的梦想久不
开花。 在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和同学亲友们的关心关
爱下， 障碍渐渐扫除， 小林深藏多年的致富梦、 文
学梦、 新居梦， 像山花般渐次鲜艳开放， 像山泉样叮
咚欢畅， 勤劳脱贫的志气旺长， 生活质量似雨后春笋
拔节高升。

走进英雄“先遣连”

1978年12月，我告别爹娘和乡亲，跟随接
兵排长李世春从长沙坐闷罐车一路西行七昼
夜到达西域吐鲁番， 再改乘军用卡车翻越天
山，终于到达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喀喇昆仑
山脚下的边防某师36127部队。 从湘江到西
北，相距数万里，近20天的旅途一程比一程遥
远、一程比一程艰辛，让我这个从没出过家门
的毛头小子真正体味到了“西出阳关无故人”

“风沙漫漫黄满天”的苍凉与雄浑。
我被分到一连四排十二班。 第二天早餐

后即参观连史。 连长张宏、指导员吕玉星带着
我们参观简陋的连史室，这时我才知道，我已
走进了闻名天下的“进藏英雄先遣连”。 我带
着崇敬的心情， 第一次阅读了浸透鲜血和荣
耀的英雄史册：

新疆解放后，解放西藏成为当务之急，毛
主席指示组建向藏北进军的先遣部队， 原新
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连奉命组建为进藏
先遣连。 1950年7月，经彭德怀和王震批准，团
保卫股长李秋三率领由汉、藏、回、蒙古、锡
伯、维吾尔、哈萨克7个民族、136名干部战士
组成的先遣连从南疆于田县普鲁村出发，目
的地阿里地处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冈底
斯山腹地，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含氧量不到
平原的40%。“先遣连”在没有向导、没有道
路、没有完整地图的情况下，勇敢地向着阿里
挺进。 进入冬季， 后方补给中断， 到达海拔
5100米的扎麻芒堡， 零下50摄氏度的严寒以
及饥饿考验着勇士的意志， 官兵靠嚼马料度
日。 李秋三带领官兵一镐一镐挖地窝子，大家
虎口震破，血染镐柄，一天难挖一筐土，便生
火烤地，边烤边挖，硬是挖出41间地窝子、249
米交通壕、9个防御掩体，垒出8座马棚、2座碉
堡。 从此，阿里荒原上有了人民共和国第一座
军营。

大家捡柴打猎， 艰难地度过漫长的冬季。
这时高原疾病又向他们袭来，由高寒缺氧造成
的综合症及肺水肿、脑水肿，发病率和死亡率很
高，全连80%以上的人病倒，有的官兵的生命永
远留在了藏北高原。 但死神没能阻止勇士的脚
步，他们在寒风刺骨、雪裹冰封、飞沙走石的缺
氧高原艰难跋涉数千公里，先后征服喀喇昆仑
山和冈底斯山。 面对反动头人要将解放军困死
在阿里高原的疯狂叫嚣， 官兵们孤军坚守9个
多月，粉碎了敌人的各种阴谋，将五星红旗牢牢
插在了藏北高原，为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全境
立下了头功。 1951年，西北军区报请中央军委
授予该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给全体
官兵各记一等功一次。

“先遣连”在喀喇昆仑守防21年，参加了
平息藏北达赖集团叛变、 追歼流窜匪徒等战

斗，积极参与边疆建设，修筑高原公路，架设
高原电线，建筑国防工程，喜马拉雅山、昆仑
山、帕米尔高原都洒下了他们的鲜血和汗水，
英雄的史册上不断增添着新的战功。

我的先辈们就是这样出生入死、 前赴后
继地在边防高原为祖国为人民战斗着、 奉献
着！ 第一次接受连史教育，使我热血沸腾，我
对自己的连队充满了敬仰，充满了热爱，为
能到这样一个英雄集体当兵感到无比自
豪。记得第一次写给父母的信中有这么几句
话：“敬爱的爸爸妈妈， 我到了一个有着光荣
传统的英雄连队当兵，请您们放心，我会学着
先辈的榜样苦学苦练，为祖国边防贡献力量，
您们就等着我的立功喜报吧！ ”

在“先遣连”精神哺育下

连史教育之后， 我在心中明确了奋斗目
标：像“先遣连”英雄那样坚定理想信念，不畏
艰难险阻， 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奉献中彰显人
生价值。

新兵训练尚未结束的1979年2月，我国南
边和西北边陲形势骤然紧张，“苦练杀敌本
领” 成为我们当时的首要任务。 记得野营拉
练，我所在的“先遣连”十二班是四○火箭筒
班，筒和弹加起来有10多斤，再加上背包、干
粮和水壶等，身上背着20多斤，一天一夜急行
军120余公里。 那天夜里宿营在位于塔克拉玛
干南缘的英吉沙县境内， 睡下不久， 狂风肆
虐，沙走石飞，我们赶紧将被子盖住头部，只
留一丝丝风口出气，细沙直往被子里灌，大概
7个多小时风才打住，我们身上盖的被子都压
上了厚厚的一层沙子，无水干渴、无粮干饿，
累苦相加、疲惫不堪……但想起“先遣连”的
先辈们，我忍了、笑了、挺住了！

当时学习训练强度很大， 我个子不到一
米七，身体瘦弱，但不甘落后，苦练队列、单双
杠、障碍、投弹、射击等基本功，尽快实现从普
通百姓到一个合格军人的转变。 晚上熄灯后，
我便求着喂猪的陕西老兵赵录贤（只有他那
里有一盏小灯可以延时熄灯）给方便，在简陋
猪圈旁的木凳上记录当天连队的好人好事，
写成报道稿送宣传股长张果成（后成为共和
国将军）审阅，再寄往新疆军区《战胜报》。 这
一年我竟有50多篇稿件见报， 入伍头一年就
荣立三等功。

喜报寄往家乡， 家乡政府敲锣打鼓将我
的立功喜报隆重地送到我家中， 可以想像当
时我爸爸妈妈和全家亲人收到喜报后的那份
喜悦。 我成了团里的“名人”，但没有沾沾自
喜，暗暗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像“先遣连”先辈
们那样，坚守、勤劳、奋发。 之后我两度考上军
校。 在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后， 曾有广
州、南京、长沙等地发函调我，但我按照边防

老部队首长的指示，毅然回到了“高原劲旅”，
用自己手中的笔继续讴歌我那可亲可敬的边
陲战友的先进事迹。 仅1988年，我撰写的喀喇
昆仑边防战友先进事迹的报道就在《人民日
报》《解放军报》 等报刊登载了30余篇。 那些
年，我的工作任务格外繁重，家里也遭遇了父
母车祸等诸多挂心事， 我一概无怨无悔地承
担了。 因为每当我感到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
来的时候，“先遣连”先辈们就似乎在告诉我：
你现在再难， 有我们挺进藏北那么难吗？ 于
是，我咬咬牙，提提神，挺住了，胜利了！

氧气的缺失，极度的严寒，无际的雪域，
在边防高原服役，随时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时时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的悲壮。 有一个甘肃籍1949年入伍的老战士
吴德寿，从1951年起连续7年牵着骆驼为“先
遣连”及其他边防连队运送物资。 1958年4月，
新藏公路修通后， 已转为军工的他和另一名
战士奉命在海拔4000多米的一个名叫库地的
地方支起两顶帐篷、一口铁锅，创建了昆仑山
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兵站， 为过往战友服务。
1962年西北边陲起狼烟， 他来到任务最为艰
巨的海拔5200多米的日土兵站， 一人支起四
个平锅烙大饼，连续一个星期围着锅台战斗，
眼熬得血红血红。 任务完成后，他拖着疲惫不
堪的身子回到帐篷， 发现腿肿得连裤子都脱
不下来，经诊断，系过度劳累引起的下肢静脉
曲张， 落下残疾。 组织上曾多次劝他下山疗
养，他坚持不下昆仑高原，长期一拐一拐拖着
残腿在高原工作。 39年的高寒缺氧生活，除了
左腿残疾，他的心肺肝等多个器官损伤病变，
下身坏死，终生未娶。 老吴一辈子奉献在高原
边防，一辈子没有走出昆仑山，一辈子没有买
过一件新衣服，一辈子没有下过馆子，积攒的
4万多元高原补贴一次作党费交给了组织。 他
说他也是从“先遣连”走出的士兵，是受前辈
们的先进事迹教育感染而立志终生奉献昆仑
高原的。 在采访中和他交谈时，看到他残疾乌
黑的身体，我泪湿衣襟、钦佩万分。 这是一个
何等高贵的灵魂啊！ 这是一个多么可敬的老
兵啊！

吴德寿说他保全了生命算是幸运的，有
多少边防战士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昆仑高
原。 在昆仑高原的康西瓦烈士陵园，埋着数百
名守防官兵。 在我的心中，这些长眠在昆仑高
原的战友早已化作了西部边关的巍巍山脉，
成为永恒的时代楷模。

我在边防工作13年，先后6次赴喀喇昆仑
和阿里高原守防施工， 遭遇到的苦难虽不及
吴老兵，但高原的经历也足以使我铭刻一生。
刚上高原时，因体质瘦弱，到了海拔5200多米
的哨卡，我就头痛欲裂，用背包带扎紧脑袋仍
痛得呕吐，加之长期吃脱水干粮和压缩饼干，
不到55公斤的身子瘦成40余公斤。 有一次患

了感冒，曾两度昏迷，军医徐东亮日夜守护在
我身旁给我服药喂水， 我居然奇迹般地活过
来了。 1983年3月，我奉命随师架设分队前往
昆仑腹地甜水海至哈巴克路段担负架设通信
线路任务，打桩架线、搬运电杆，都是强体力
活，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寒区，一天劳动下
来，我们躺到帐篷里四肢无力、头昏脑涨，天
天都似生了重病一般。 这时，我已提干，我便
学着“先遣连”老前辈的做法，自己忍着劳累
和病痛，不停地给同志们讲“先遣连”进军阿
里战天斗地踏昆仑的事迹， 鼓励大家一定要
像先辈那样攻坚克难，挺起脊梁，坚决完成组
织交给的艰巨任务。 这一招真管用，大家鼓起
精神，相互激励，顺利完成高原通信线路架设
任务，改写了高原无电话的历史，接通了昆仑
山与全军联通的电波，受到军区的表彰。 在昆
仑山， 我和战友曾奉命外出执行任务时与野
狼搏斗过； 我乘的车在途经黑卡大阪时被突
如其来的暴风雪掩埋过； 身体最瘦时仅40公
斤，曾经头上、脸上、背上、屁股上长出莫名的
小疖肿，有的还渗出黏黏的脓水，连续几个月
每晚睡不足两个小时。 在这种境况下，我始终
用“先遣连”前辈的精神激励自己：决不能临
阵倒下，一定要给“先遣连”增添荣誉。 我和我
的战友们做到了“宁可透支生命，不让使命欠
账；虽然有愧亲情，不叫责任缺失”。 我们是
“先遣连”的兵，是顶天立地的军中铁汉。

1991年， 组织关爱我让我调回湖南省军
区工作。 条件变了，任务变了，但我依然是“先
遣连” 的兵，“先遣连” 的精神永远不能丢。
1996年率轻舟连赴洞庭湖抢险救灾， 我置生
死于度外抢救岳阳钱粮湖遇险群众， 湖南省
委省政府给我记一等功一次。 因工作成绩突
出， 我还数次被树为广州军区先进人武干部
和先进机关干部。 2003年，我在组织关怀下转
业到长沙市公安局工作，多警种工作，业务不
熟，我便苦钻苦学，虚心求教，得到同志们的
接纳和认可，这些年来，组织上又给我数次记
功，并评为维稳功臣，领导赞扬我军人作风没
有变，同事们夸我像“老黄牛”。 这一切的一
切，都源于我是“先遣连”的后代，每遇到难题
和意志有所松懈时， 我脑海里就浮现李秋三
等先遣连英雄的事迹和身影，“先遣连” 精神
影响教育我的整个人生……

“先遣连”情义重于生命

“先遣连”让我魂牵梦绕，最难以忘怀的
就是战友之间的那种同生共死、 患难与共的
生死真情。 他们136人肩负着解放地域相当于
3个湖南省的藏北阿里的先遣任务，徒步跨越
数千公里、冰封雪冻、狂风肆虐的无人区，身
上冷了，互相抱着取暖；有危险了，个个迎面

向前；有困难了，舍命相助。 出发前，王震司令
员拿出毛主席在西柏坡送给他的四支“救命
药”盘尼西林送给了“先遣连”。 李秋三都想到
用那4支盘尼西林救人，但每一个病号无一例
外都坚决拒绝使用，坚持把“救命药”留给战
友……正是这种“爱战友胜过爱自己”的高尚
情怀，使“先遣连”永远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坚
强战斗集体，任自然环境有多恶劣，任藏北反
动势力有多顽固，都被“先遣连”踩在脚下。

这种义薄云天的情怀在先遣连一代一代
传承着。

我到“先遣连” 后面临过许多困难与挑
战， 都在战友和领导们的关心帮助下顺利克
服了。 四川籍班长黄绍昌一招一式反复地示
范教练，让我掌握了正确的投弹动作要领，使
我从最初投23米提高到最远能投到43米，达
到优秀标准； 排长宋林国示范指导我练单杠
引体向上； 连长张宏鼓励和启迪学习新闻报
道， 以致后来考入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在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众多报刊上发表许
多文稿；最难忘的是1984年8月19日，正和战
友们在喀喇昆仑担负繁重边防施工任务的
我， 接到新疆军区招生办用机要电报传来的
南京政治学院录取通知书， 战友们都和我一
样激动和兴奋，一张张黑黝黝的笑脸拥向我，
一双双裂着血口的粗糙的手紧紧握着我的
手， 第二天一早，100多位首长和战友在上工
前列队来到公路旁为我送行， 战友们唱起了
在高原上似乎特别悲壮的《驼铃》，我一个劲
地挥手，快看不到战友们时便放声哭起来，许
久，那“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的歌
声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34年过去， 那一幕幕战友情依然震撼着
我的心灵。 今年6月，有机会率队到成都学习。
第一个周末， 我便迫不及待地赶到离成都一
百多公里的资阳市， 见到了阔别38年的老班
长黄绍昌、副班长黎焕建、老排长何大伟、老
科长张国诠， 还有成为共和国中将的老营长
何清成等。 时光荏苒、世事变迁，先遣连的战
友深情却愈发浓稠，让人留恋不已。

人生需要信念，人生需要导师，人生需要
目标。 我感恩际遇，让我在十多岁年华就找到
了“先遣连”这位满满正能量的“导师”，为我指
准了人生的航向， 教给我树立了无可撼动的
坚定信念，给了我面对艰难坚忍不拔的意志，
给了我攻坚克难一往无前的力量， 给了我重
情重义的博大情怀……“先遣连”，令我毕生
难忘。 我为自己拥有“先遣连”当兵的历史而
感到无比荣耀和自豪。“唯困难不畏，唯勇气
不移，唯骨气不堕，唯精神不衰”。“先遣连”的
精神已经融入我的血脉， 成为了我的精神家
园，尽管岁月更替，芳华难再，但脊梁永挺、初
心不改、志向不移，我会把“先遣连”的精神永
远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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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 xiangjiangzhoukan@163.com

四十年来家国

小林搬新居了

梦回先遣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有这样一个连队， 毛主席亲自下达命令， 彭德怀、 王震司令员亲自组织指挥，

向藏北高原进军， 为解放阿里建立了卓著功勋， 全连136人全部荣立一等功。 获得过如此殊荣， 在我军历史上至

今没有第二个连队。 这个连队就是受到毛主席、 周总理高度赞誉,被中央军委命名为 “进藏英雄先遣连” 的新疆

军区36127部队一连。

我有幸曾是 “先遣连” 的一兵。

又逢 “八一”， 又到了我思念老连队的日子。 我心潮难平， 彻夜无眠， 反复翻阅 “进藏英雄先遣连” 的史料

手册， 追思先烈们搏击昆仑的英雄壮举， 回忆我在英雄连队经历的那段刻骨铭心的芳华岁月。

何正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