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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电(记者张玉洁)起初她被前辈称作“小樊”，今
天很多人亲切地叫她“老太太”。若以生命长度来丈量，樊锦诗
与莫高窟相守的半个多世纪可谓漫长。可在樊锦诗心里，与这座
千年石窟相处越久，越觉得它是非凡宝藏。她接住历史的接力
棒，全心让莫高窟老去得慢点再慢点，保护得好些再好些。

一世黄沙缘

石窟里是沙子，鞋里是沙子，连头发里也钻满沙子。樊锦诗
与莫高窟的缘分就从这粒粒黄沙开始。

她本是江南水乡的姑娘，祖籍杭州，上海长大，个头不高，
人也瘦瘦小小。

她说她成长在新中国，有那个年代人的单纯果敢，坚信“国
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向”。 1963 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她西去
敦煌。

在敦煌研究院一处不显眼的地方，有座名为《青春》的雕
塑。一个齐耳短发的女孩，背着书包，手拿草帽，意气风发地迈
步向前。这正是以初到敦煌的樊锦诗为原型雕塑的。

那时的她对敦煌还无深刻理解，只是被历经千年的色彩打
动。“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
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可要在大漠戈壁扎下根来，哪能仅靠一时心动。生活艰苦非
常：喝咸水、点油灯、住土屋、睡土炕，如何洗澡是大家避而不
谈的秘密。一卷起沙尘暴就更可怕，黑乎乎的风沙铺天盖地压过
来。

但樊锦诗没走。“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
中注定吧，时间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

涓滴归瀚海

始建于公元 366 年的莫高窟，位于河西走廊西端。从巍巍祁
连山流淌下的雪水，哺育着狭长走廊中的绿洲。丝绸之路上的商
旅使团在敦煌驻足，再出西域、入中原。

“莫高窟是古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结晶。公元 4
世纪到 14世纪，古人用智慧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伟大的文化艺术宝
库。”樊锦诗说。

1524 年，明朝政府下令封闭嘉峪关。敦煌从此沉寂，莫高
窟 400 多年无人看护，大量洞窟坍塌毁坏。藏经洞被发现后，数
万卷文物又陆续流失到十余个国家。

“宝贵却又脆弱，是莫高窟令人迷恋又揪心之处。”樊锦诗说。
上世纪 40 年代，前辈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更感召着她。一批

批艺术家、大学生放弃优渥生活，远赴迢迢敦煌，一去便是一生。
常书鸿、贺世哲、孙纪元、段文杰…… 80 岁的樊锦诗一一

找出前辈同仁的名字，又一一写在纸上。“苦都让老先生们吃
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走了，我们不该忘记这些人。”

樊锦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莫
高窟，1950 年文化部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
研究所”，并针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病害、崖体风化和坍塌、风沙侵
蚀等严重威胁文物安全的问题，开始了初步抢救性保护。

改革开放后，莫高窟的面貌焕然一新：编制扩大、人才汇
聚、条件改善。 1987 年，莫高窟成为中国第一批进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改革开放带来开放的头脑和国际视野，我
们开始大踏步向前走。”

似水如沙永流传

莫高窟 15 公里外，有一个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土黄色
流线型建筑。游客在这里用数字化手段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
生，再去窟区领略历史的风姿。

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工程，是樊锦诗 1998年起担任敦煌研究院
院长的 17年间做成的一件大事。

“与 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损坏模糊
了。再往下发展下去，全都消失了怎么办？” 1978 年起，这
个问题就开始在樊锦诗的脑中盘旋。

尤其 2000年以后，急速增长的游客让她忧心忡忡。“洞子看
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保护、研究、弘扬是敦煌研究院的使命。旅游也必须是
负责任的旅游。”樊锦诗与同仁们不断探索，尝试让莫高窟
“延年益寿”，甚至“容颜永驻”。

一方面是对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科学保护。在与国内
外机构的长期合作中，保护者研究清楚了病害机理，保护修复
了大量彩塑壁画，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保护规范。

“比如风沙治理，通过综合防治风沙体系，使莫高窟的风沙
减少了 75%左右，极大地减缓了对文物的磨蚀。”樊锦诗说。

另一方面，开拓性地建立数字档案，让莫高窟以数字化的方式
“永生”。经过近 20年的努力，“数字敦煌资源库”免费向全球开放。

在 2014 年建成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里，游客犹如置身
飞船，观看球幕电影，感受着数字敦煌的神奇。游客也因此有
序分流，有效降低对石窟的不利影响。

此外，樊锦诗还推动制定《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
让莫高窟有了专项法规的“护身符”；她继承前辈的“爱才如
命”，持续抓紧培养人才；她以广泛的国际合作引进了理念技
术、培养了人才、开阔了视野……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偷
不得懒，不能让莫高窟有半点闪失。”她说。

50 余载敦煌生涯，让水乡女子樊锦诗有了西北人的爽
利。她似水，相信水滴石穿。她更似沙，低调平凡，与莫高窟
久久相伴。

似水如沙久相伴

左图：江西省龙南县关西新围（航拍照

片）。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资料照片）

右图：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李明华在进行围屋修复（4 月 13 日摄）。

新华社发(叶波摄）

李明华，赣南围屋营造技艺的省级非遗
传承人，自 14 岁开始学习传统木工技艺，参
与维修围屋、祠堂的工作，40 多年来醉心于
客家围屋的修缮维护。李明华的足迹遍布了
赣南 500 多座围屋，守护围屋，成了李明华生
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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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城堡”守护者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
林凡诗、吴思思、郭轶凡)
“我们当时上课多么认真
啊，大家都好年轻。”“看着
那个年代的火车，再看现
在的，科技发展真是太快
了。”在广西柳州市柳州机
务段内，吕莎和她许久未
见的同事们看着手里的老
照片，满是感慨。

吕莎和她的 10 名同
事，有着一个特殊的身
份——— 广西第一代女火车
司机。

过五关斩六将

的女子包乘组

1977 年，吕莎和其他
10 位女同志从柳州铁路
司机学校毕业，进入金城
江机务段内燃机车班实习
培训，几个月后，二十出头
的她们接到了一个“特殊”
任务——— 组建柳州铁路局
女子“三八”包乘组。

做火车司机在那个年
代可是个苦活累活，要熟
悉火车的各种操作和紧急
应对措施，不仅需要体力
更需要脑力。“当时征求我
们的意见，我们 11 名女生
都义无反顾地签下了同意
书。”吕莎说，她们都相信，
男同志能做的事情，女同
志也一样可以。

这股不服输的劲让
“三八”包乘组的女同志更加刻苦努力，在正式上
岗之前的集中教育培训中，她们认真学习理论知
识，苦活累活抢着干。“为了学习一些故障处理方
法，在机车里摸爬滚打，脏与累是家常便饭，整个
学习节奏就像打仗一样。”“三八”包乘组成员杨
玉珍说，这也让小组的学员们对每一根电路、每
一个线号都倒背如流，造就了她们过硬的技术能
力。

1978 年 1 月，女子“三八”包乘组的姑娘们顺
利通过实习考核，被分成两组进入运用车间。一组
登上红旗车 1745 机车，另一组登上 1436 机车，正
式开始了跑车生活。

千锤百炼造就“黑玫瑰”

吕莎和杨玉珍小组负责的是 1436 机车，这
趟车在金城江和柳州之间运行。1978 年 7 月，她
们正式当上副司机。副司机的工作除了在机车行
驶的时候跟司机进行标准作业和信号应答以外，
还经常要进到火车机器间，检查设备运行情况。

“机器间噪音大，也很热，夏天进去一下全身
就湿透了。”杨玉珍说，女司机心细，还爱干净，每
次跑完车，都要进行机车保养，“拿着棉纱柴油，
从车顶到底盘，包括底下的发动机和轮毂，我们
都要擦得干干净净。”车是擦干净了，女司机们身
上却蹭满了机油和泥沙，个个灰头土脸，也因此
被大家称为“黑玫瑰”。大家都说，每当看到特别
干净的车，就知道是女子“三八”包乘组的车。

每跟一趟车少则几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都
要随时保持清醒，长时间的工作难免会疲惫，“有
时感到困了我们就吃辣椒。”吕莎说，火车司机随
时会备着辣椒，用来提神。

杨玉珍说：“换闸瓦、单手接路牌这些男司机
能做到的，我们也丝毫不差。”她们在调车作业中
练就了飞乘飞降的功夫，学会了单手提重物上机
车、单手成弧线下车的本领，“最后我们把臂力都
给练出来了。”

再聚首，为铁路发展点赞

1979 年 1 月，柳州铁路局综合考虑，取消女
子“三八”包乘组。11 位女司机带着光荣的使命继
续奋战在各自的岗位上。“这段经历让我今后不管
做什么工作，都是认真细心，特别有责任感，再苦
再累都不怕。”杨玉珍说。

近日，女子“三八”包乘组的同事们从全国各
地赶到柳州再聚首。“黑玫瑰”们虽都已年过花甲，
依旧精神饱满。在柳州铁路局动车模拟操作间里，
“黑玫瑰”们体验了一把动车的操作，切身感受到
这些年铁路的变化。

“以前我们列车所有区间的路线，哪里是下
坡，什么时候加速减速，都要背下来。现在都由
电脑控制，更准确，司机轻松多了。”吕莎说，现
在动车运行也很平稳，她出门交通工具都首选
动车。

1997 年，中国铁路第一次大面积提速。自
1997 年至 2007 年，中国铁路历经六次大提速。随
着“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建成，风驰电掣的高铁
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中国高铁，已成为中国走向
世界的一张名片。

“现在我跟孙子说，以前奶奶当过火车司机，
孙子会很崇拜地看着我，这时候我感到很自豪。”
杨玉珍说，“更自豪的是铁路的变迁发展，它折射
出我们祖国各方面的变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
祖国的变化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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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第一代女火车司机在柳州机务段再
聚首，在内燃机车模型前合影(3 月 7 日摄)。

新华社发

▲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 2015 年 9 月 29 日摄）。

新华社发（孙志军摄）

记 敦 煌 研 究 院

名誉院长樊锦诗

新华社记者于力、于也童

汽车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行驶，爬上了一个接近 45 度的陡坡
后，一座三层的蓝色小楼终于映入眼帘。

沈阳市沈北新区共有森林 10 万余亩，设两个瞭望岗哨，这里
是虎山瞭望岗哨。岗哨三层屋外的阳台上，一个身着蓝色冲锋衣的
老人正拿着望远镜向远处不断观望着。

他叫刘文鑫，今年 66 岁的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和这片林子
守在一起。年轻时，他骑着摩托车巡守，岁数大了，他和老伴敖静云
放弃了村里“富户”的优渥生活，“住”守在这片林子里。每天 24 小
时交替不间断地瞭望，写下八本护林日记，把岗哨过成了“家”。

八本日记写下林间“雨雪风霜”

记者在夫妻俩热情的招呼下走进了他们的“家”。20 余平方米
的一层放着几个巨大的塑料桶，山里没有泉眼，生活用水只能从山
下运送上来。

4 月初春，沈阳渐渐回暖，但由于孤立在山间制高点，屋里的
温度仍然很低。冬天最冷的时候，屋里只有 4 摄氏度，为防止桶里
的水冻冰，墙角堆的几条旧棉被成了水桶们的“羽绒服”。

二层是简单的炊事间，因为要回避火源，老夫妻俩使用电磁炉
做饭。墙边还放着不少方便面，由于食材也需要山下运上来，老两
口经常用方便面果腹。

走上三层，才算是看到一个简单的“家”。一个双人床，一个工
作桌，一台能收五个频道的小电视。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两个望
远镜，一台对讲机，还有一本记录着林区情况的护林日记。“3 月
10 日上午，能见度偏低，没有起风，注意瞭望。”“2 月 24 日 2 时
10 分，清水方向 102 公路边有烟，清水森林消防人员去现场控制
局面。”……这样的日记，住在岗哨的两年多时间，刘文鑫写满了
八本。

刘文鑫早年包过工程队，干过个体，在村里第一个盖起了房
子，家里算是“富户”。明明能颐养天年，夫妻俩又为何到山上“自讨
苦吃”呢？

1976 年，刘文鑫曾在大兴安岭林区做护林员。“两场火，我记
了一辈子。一次因为伐木工人扔烟头引燃了山火，大火着了一个月
直到下雨才浇灭，还有一次火着了一周，为了救火牺牲了 50 个工
友……”刘文鑫说到这里，停顿了很久，“日夜在一起的工友变成了
冰冷的石碑，我难受啊。”

这两场燃起的山火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不灭的刻痕，也让
护林成了他一生的执念。

一片林区，半生守护

刘文鑫的家在山下的铁营子村，从瞭望岗哨步行回家需要
1 个小时，但守在这里期间，他几乎没有回过家。“白天看烟，晚
上看火。”刘文鑫说。在岗哨里不止生活条件艰苦，责任更重。老
两口每天轮流巡视，几乎没有闲暇的时候。

在聊天过程中，刘文鑫数次起身，有时拿起望远镜在屋内瞭
望，有时推门出去在外围的小阳台上瞭望。

“334、334，小屋边上开过一辆吉普车，请确认。”
“收到，马上确认。”
刘文鑫的岗哨附近有 50 余名护林员，每位护林员的手台代

号和巡视位置刘文鑫都“门儿清”，一旦观测到特殊情况，他马上
联系护林员。

“不觉得孤独，也不辛苦，守在这一天，就负一天的责。”刘文
鑫说。

刘文鑫对这片林子感情很深。当年从大兴安岭回村的他，仍
惦记着村子旁的林子，没事儿就自发在林中巡视。“林子太大了，一
天也走不完，我就想买一辆摩托车，但那个年头，一辆摩托车要
3800 元，简直是天价啊，我凑了很久，最后实在没办法找我妈要
钱，老太太把自己陪嫁的金戒指给我卖了，终于连拼带凑买了这
辆摩托车。”

有了摩托车的刘文鑫“如鱼得水”，每天在林中巡视。就这样，
在村里做了 20 多年的护林员。“老了以后，还是放不下这里，听说
瞭望岗哨需要人，我第一个报了名。”

刘文鑫的老伴敖静云话不多，在刘文鑫侃侃而谈的时候，她
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他一辈子就爱这片林，他要来，我就跟他来
照顾他。”

“411 ，正常”

下午两点多，刘文鑫穿上了蓝色的冲锋衣，戴上了写有“护林
员”字样的红袖标。每天他会不定时步行巡视两到三次，“护林员巡
视范围也是有死角的，我多走一步，就少一分风险。”

下午四点左右，手台里逐渐传出护林员一一报备的声音。
“311，正常。”“314，正常。”……正坐着的刘文鑫马上站起来，挺直
身躯，拿起手台大声报备“411，正常。”简单的报备，仿佛成了一个
严肃的仪式。

下午五点左右，屋里的温度明显下降，记者看到温度计上
显示着 10 摄氏度。刘文鑫推门瞭望的时候，一股冷风吹了进
来。

刘文鑫育有一儿一女。在他们眼中，父亲“太犟了”。“他们总想
管我，不让我上来，但我决定了，就不会改变。”刘文鑫说。渐渐地，
孩子们也理解了父母，今年除夕夜，儿女们都来岗哨团聚。寒冷的
山顶上，他们站在一起，看山下璀璨的烟花。直到夜里一点多，烟
花渐熄，儿女们才用手机照亮下山回家。

“不辛苦”是刘文鑫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守着这片林区几乎半
辈子，刘文鑫总说自己没做什么。“守着守着就习惯了，只要身体还
能走，我会一直干下去。每天一见到大山和森林，我就开心，要保
护每一寸绿水青山，想起年轻时我在大兴安岭种下的树，现在已
经长得很高了吧。”刘文鑫笑着说。

夜幕降临，四处安静得只能听到风声，记者驱车离开时，二老
一直在岗哨前目送，回头望去，漆黑的山林中亮起了唯一的灯
光…… 新华社沈阳电

半生守护一片林，他把岗哨过成了“家”

▲ 4 月 8 日，刘文鑫在虎山瞭望岗哨用对讲机与其他护
林员交流。 新华社记者龙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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