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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平

三年了，我终于又回到了沿海的连云港，它坐落在祖国的
最东边。但每次梦醒时分，有一刹那我仿佛还在海拔 4700米
的西藏改则，仿佛还在 4000公里以外的祖国西陲，满怀壮志
地等待天亮后新一天的扶贫工作。

巨大的海拔落差让我清醒，我望着角落里那双磨出一个
鸡蛋大的洞的皮鞋，它见证了我在羌塘草原上奔波的日日夜
夜。改则实在太大了，远的乡政府离县城有 230多公里啊。

海风带来充沛的氧气。我再也不必担忧肥大的左心室会
让我呼吸困难。静静看着已经熟睡的女儿一诺，这个四年级的
小少先队员，已经学会每天放学后自己去托管班吃饭、写作
业。我走的时候她只是个一年级的小豆丁。

我望着改则的方向，不知道那里的村民们对蔬菜大棚还
满意吗？408 个“儿子女儿”还好吗？“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精神
被更多人传承了吗？

“家蔬抵万金”

2016 年 7 月，经过 3800公里辗转到达西藏阿里，再坐车
颠簸 6 个多小时，我与中组部第八批援藏干部队伍奔赴雪域
高原，身份也从中国移动江苏公司连云港分公司副总经理，变
成了阿里地区行署副秘书长、改则县委常委、副县长。

“灰。”
这是我对改则县的第一印象。这里海拔 4700 米，全年

200 多天刮七级以上大风，平均气温零下 0 . 2 摄氏度，冬季长
达 8 个月。和满目苍翠的鱼米之乡连云港相比，改则甚至还没
有存活超过 3 年以上的树！

刚适应让人气喘胸闷的高原生活，没几天我就开始下乡
调研。来到古姆乡岗如村曲珍旺姆家时，曲珍旺姆正炖着羊骨
汤，大锅前放着一小把青菜，她舍不得把菜下锅。

“别看打蔫儿了，这青菜金贵着呢。”曲珍旺姆说。
都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牧区的肉比蔬

菜便宜一些，可内地家庭餐桌上常见的绿叶菜在改则县居然
被视为“奢侈品”，菜价是北京的两倍，这是出乎我意料的，心
里也特别不是滋味。

当时改则县的菜都是从内地经拉萨转运而来，冬季碰到
大雪封山，运菜车半个月都来不了。

如果自己种菜呢？
当地工作人员觉得几乎是天方夜谭。唐朝的种树人郭橐

驼也早说过，“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
筑欲密。”在改则这片贫瘠崎岖的土地上，土壤中多沙土和冻
土，气候严寒干燥，还没有自来水，浇菜也成问题。

好在我很快有了主意。古有文成公主以山羊驮土建大昭
寺，今有改则人民运土起蔬菜大棚。我带领团队，先挖掉 1米多
深的冻土，再到 800多公里外的日喀则运回上千立方的土，加
上当地河里的泥沙和羊粪一起填进去，这样就解决了土壤
问题。

气温低，大棚加棉被；没有水，打井来抽水。就这样忙活了
近 7 个月时间，第一批芹菜、西葫芦等蔬菜出棚了。到 2018 年
冬天，白菜、香菜、菠菜等棚产蔬菜陆续端上了改则群众的餐
桌。现在，白菜、香菜、黄瓜、空心菜、花菜将改则的生活点缀得

五彩缤纷。“县里平均菜价下降了 20% ，现在老百姓可以放开
吃青菜啦！”改则县干部曹枝清说。

乡村振兴，粮食是压舱石。在改则县这个国家深度连片贫
困县，我又想办法投入中国移动援藏资金，购入机器设备建成
糌粑加工厂，加工青稞制成糌粑后销售。这些刚磨好的糌粑香
味扑鼻，一上市就供不应求。开业不到半年，加工厂就有 8 万
余元收入，并帮助 13 个贫困户脱贫。

“知识改变命运”

打赢脱贫攻坚战，吃解决了，教育还得跟上。
我还记得临离开西藏前，我的“二女儿”其美卓玛以优异成

绩考上了拉萨阿里中学。卓玛还经常对身边的同学说，“段爸爸
让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我很感激他。”谁能想到此前的其美卓
玛是一个在经济困难重压下上不起学、抬不起头的小姑娘？

我第一次见其美卓玛是在 2017 年 6 月。那天，我在沿街
的菜摊买菜，看见一个小女孩带着两个妹妹捡摊位旁边的破
纸箱子。

小女孩怯怯地问老板：“纸箱子可以拿走吗？”。
我随口问她：“你捡纸箱子干啥用？”
她怯怯地说：“拿回家烧火做饭。”
可能没有在改则县住过的人并不清楚，这里一般人家烧

火都用牛羊粪，但小女孩家却连这些都没有。
第二天我买了大米、羽绒服、书包找到女孩家，看到她一

家四口挤在一间只有 10 平方米左右冰冷破旧的小出租屋里。
她的父亲离家出走，母亲身体残疾，有两个妹妹，其中一个还
有智障问题，一家人没有劳动力，全靠国家发的补贴勉强过
日。我无意间瞥到房门板上，其美卓玛用粉笔写着“妈妈我爱
你”“妹妹我爱你”“爸爸回家”……此情此景，让我心里酸涩不
已。想到我远方的女儿一诺也在“期待爸爸回家”，情感的堤坝
瞬间崩塌了。

我开始在朋友圈里发爱心帮扶的信息，奔波筹集资金帮
助像其美卓玛一样家境贫寒的儿童。

全县九所中小学校里 3750名中小学生中 30% 以上来自
贫困家庭，不少学生因贫困萌生了退学念头。我又何尝不懂因
贫失学对孩子们意味着什么？

我自己就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山村，家境贫寒，一路走来，
受过身边人太多恩惠。上大学时的阑尾炎手术、毕业时的学费
欠款，都是同学凑钱帮我渡过了难关。我心里积攒着谢意，想
等到能力所及时，回馈给需要的人。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好好学习，长大后到处走走、看看祖
国的大好河山。”我告诉他们。

没有电，学校的消毒柜和洗衣机形同虚设，给力的家乡亲友
同事很快筹集来了柴油发电机；衣物、运动器材和文具用品短
缺，江苏移动南京分公司团委及连云港分公司团委等十多家单
位鼎力支持，对口支援改则县；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需要鼓励，我
就把江苏爱心企业捐赠的善款设立为“杰瑞励志奖学金”；像其
美卓玛这样的孤儿、单亲家庭、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学生，
我和亲友就义不容辞地当起了“帮扶爸爸”“帮扶妈妈”。

援藏 3 年，158名爱心人士帮扶贫困学生 408人次，捐款
超过 48 万元，捐物价值 97 万多元。为了把捐资助学落实到
位，我每次必定亲自把爱心捐赠送到孩子家里。也就是在那

时，我把带来的两双皮鞋都磨坏了。但我相信这几万公里的奔
波带去的资金能够帮助这些孩子改变人生。

“让红色血液流淌”

要想发展更有竞争力，除了吃饱饭有钱赚，更要建设当地
独特的文化。可是改则县除了藏族文化以外，有没有自己独特
的历史呢？我花费了不少心思去调研。在一次调研中，我来到
了离县城 190 公里外的先遣连革命遗址，得知了一段英雄
历史。

1950 年 8 月，由 136名官兵组成的“进藏先遣连”从新疆
出发，翻越昆仑山，到达今天改则县先遣乡原所在地“扎麻芒
堡”，将五星红旗插上藏北高原，和平解放阿里。由于高原反
应、补给中断、缺医少药，先后有 63名战士壮烈牺牲。

听完这段历史后，我全身的热血仿佛被点燃。我，首先是
一名共产党员，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的信念在我心中挥
之不去。此时我恰好分管改则县的旅游业，于是立马动身赶赴
多地收集“进藏英雄先遣连”史料，实地走访相关人士。

2017 年 6 月，我偶然得知还有一名叫王兴才的战士健
在，但不知具体在什么地方。为此，我求助多位当地朋友，辗转
打听，拜访了许多部门，最终核实到这名战士正在喀什。知道
具体住址后，我立即带人飞往当地，对英雄进行慰问和采访。

随后带着老人给我们的线索，又分别到新疆军区、南疆军
区、阿里军分区等相关部门拜访，获得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未公
开过的珍贵照片，并获得 50 万元拨款，联合多方力量建成了
今天的改则县先遣连革命纪念馆。

今后先遣连革命纪念馆将成为阿里地区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更将成为改则红色旅游基地。一代代援藏人的红色血
液将通过固化的历史资料继续在这片热土上流淌。

尾声

“改则是我艰苦奋斗的生产队，修身养性的培训班，增长
才干的加油站。这片纯净的土地，善良的人民，给了我今后人
生道路上无穷的精神力量。”

我在日记本上庄重地写下这段反复思考的话。
现在的我有许多称号：中宣部将我评为“最美支边人物”，

一些报道将我描述为“先锋党员”，改则县的乡亲们说我是“当
地教育界的名人”，其美卓玛这群孩子亲切地叫我“段爸
爸”……偶尔我也会遗憾自己不是妻子的好丈夫、女儿的好爸
爸。但我犹记得女儿一诺叮嘱过我，“您要坚持，我和妈妈不会
拖后腿。”

女儿的懂事让我坚定，自己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援藏
干部。

“要记得自己是百姓出身，一个岗位就是一份责任与承
诺，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就要有担当和作为。”

风止了些，连云港的夜不似改则，那里含氧量少得让人透
不过气，有一次甚至拜托同事隔几个小时给自己打通电话确
认平安。三年援藏岁月似乎过去了，但永远没有过去。

就像临走前我安慰其美卓玛的那样：“这里将会是我一生
都牵挂的地方。一个‘段爸爸’走了，相信将来会有更多‘段爸
爸’来到这里，陪伴你和改则县一起成长！”

海 拔 4 7 0 0 米 的 牵 挂

谭凌云

青城幽幽，静如时光停滞。
岷水滔滔，宛若生灵万鸣。
在悠远的时间长河里，你以这样的风姿与时光长存，千年

卓立，这便是你！在如画的祖国山河里，你以这样的底蕴与中
华同辉，华章纷呈，这仍是你！你啊，就是以治水智慧闻名于
世、以道之灵韵幽甲天下、以厚重文化温润历史，让我们挚爱、
让我们醉心的共同家园——都江堰。

透过时光的滤镜，无论是上古时期的大禹治水，还是古蜀
文明时代的鳖灵平水患，亦或是先秦时代的李冰分鱼嘴、凿玉
垒、开宝瓶，及至文翁、诸葛亮、丁宝桢等历代先贤励精图治、
兴修水利，让你成为当仁不让的世界水利文化鼻祖。

你，是川西地区最耀眼的“世界达人”。依托你的这方山山
水水，循因势利导、乘时制宜理念，造就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历
经千年洗礼，设计功效一如当初，“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
荒年”的天府之国胜景在此起源、亘古绵延。

今日之古堰大地，秋日杏叶缤纷、处处流金，恰是市民游
客快乐幸福的满面欢欣，天府绿道、城市街头巷尾的晨练夜跑
定格了这座城市温暖惬意的精彩瞬间。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天府旅游名县成为你的最新符号，政通人

和、欣欣向荣成为你的生动写照。
尤为感念的是，你所留下的优越自然人文资源，是这片土地

上的人们美好生活的不竭源泉，山、水、道、熊猫等独特资源在世
界宗教、水利、文化、交流中是不可替代的元素，由此丰厚你成为
全球少有的文化、自然、灌溉工程“三遗”之城。你，是中国的，也
是世界的，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把你捧在手里、放在心间。

犹记得，行走昔日繁盛无比的老幸福路，那踏不尽的古石
板街、看不厌的法国梧桐、尝不够的灌县美食，唤醒了我们最
柔软的童年记忆。驻足秦堰古楼，那逶迤蜿蜒的重重青山、浩
浩汤汤的岷江绿水，还有那扼守天府源头、流光溢彩的南
桥……尽收眼底。这是我们走遍千山万水、阅尽世间沧桑，仍
然最美的情愫。

犹记得，穿行乡间院坝，芦花鸡、小黄狗、大白鹅是我们曾
经最亲密的玩伴，老屋、竹林、农田定格了我们天真烂漫的笑
颜。而今，漫步七里诗乡、猪圈咖啡、灌区映像、拾光山丘……
目之可见的都是风景、触手可及的皆是温暖。徜徉精华灌区、
川西林盘……“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田弥望、蜀风雅韵”的
天府之国最美图景与我们不期而遇，“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与我们轻轻相拥。

今日之古堰大地，依托你沉淀千年的绿色本底，我们奉行
全域旅游，持续擦亮你的底色和亮色，你焕发出了与时俱进的

时尚魅力，引得中外游客接踵而至。让他们，游走堰功大道、忘
情索桥古韵，任万千思绪飞舞其间，把悠悠岁月付诸你的脚
底；让他们，拾阶幽幽青城、漫步山阴故道，切感“苔铺翠点仙
桥滑，松织香梢古道寒”之清幽；让他们，登高玉垒之巅、远眺
九河远流，领受“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浮光掠
影。在这里，留恋你诗和远方的珠联璧合，品味你人与自然的
和谐演绎。

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直抵心灵深处的皆是你开放包容
的世界身影，让世人为之振奋。

你，处在北纬 30度的地理经纬，你，连接了藏羌回汉。回
望历史深处，声声马蹄仿佛还响彻在耳边，满载货物的商队身
影仿佛还倒映在岷江河谷，一条汉藏、汉羌经济文化交流走廊
和民间国际商贸通道在这里连接异域、沟通八方。

今日之古堰大地，如折扇一般徐徐舒展、开阔大气，仿佛
一卷温润晶莹的新天府画卷，迎来了世界各地朋友，23 个国
际友城遍布亚、欧、美洲，世界历史都市联盟等 6 个国际组织
中亦有你的一席之地。古老的你，在国际开放大局中再次焕发
生机与活力，持续绽放光华与芬芳。

这是悠远的你，亦是秀美的你！
这是厚重的你，亦是新潮的你！
我们心之所安，我们爱得深沉！

都江堰的时光温语

杜京

从我的名字里，大概就能猜出
我与首都北京的不解之缘——说出
来您也许不相信，我还在母亲腹中
时，就已经在天安门前留过影了，我
随着母亲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
观礼，还“见”过毛主席呢。这个故事
要从我的父母说起。

我出生在一个父母都是军人的
家庭，从小生在军营，长在军营。父
母一生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和繁荣富
强，为了保卫祖国、建设边疆，辗转
南北，历经艰辛。几十年来我和弟弟
也随着父母多次调防“转战南北”，
从城市到边疆，从县城到村庄，军营
就是我们的家。父母的军旅生涯，人
生轨迹，伴随我们的成长，给我们阳
光雨露。

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家中
的独女。外公周凤翔上世纪 20 年代
毕业于厦门大学，在私塾任教。母亲
受革命思想影响，解放初期不顾家
人反对，毅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加入了抗美援朝的队伍，瘦弱的肩
膀挑起的却是千斤重担。作为一名
白衣战士，母亲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伤病员打针、送药、挑水、
做饭、洗衣，样样脏活累活抢着干，不仅能吃苦，而且吃了苦
从不叫苦。由于表现出色，母亲入伍 3 个月就入了党。在枪
林弹雨的战场上，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无数次抢救生命垂危
的伤员。一次，有位重病伤员突然窒息，母亲不顾危险，在当
时没有呼吸机的情况下，口对口为病人做人工呼吸，终于把
危重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病人转危为安，而她自己却
受到感染，直到有一天母亲因剧烈疼痛而晕倒，这才“听组
织的话”，住进医院接受治疗。母亲患病后，先后做过大小手
术 7 次，饱受病痛折磨。每当提起这事，她总是乐观地说，
“我受点痛苦没关系，只要能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就
算我付出生命也值得。”

母亲年轻时，所在的铁道兵部队总部就在北京，但革命
军人四海为家，铁道兵医院随着铁道兵修铁路走南闯北。多
年后，母亲才随父亲调往地处边境的陆军野战部队，担任师
里的军医，在整个陆军野战师里，母亲是唯一的一位女军
人。她除了做好医务工作，还要和男同志一样，参加出操训
练，带领男兵种地、养猪、插水稻，并且带领医护人员下部队
为官兵看病巡诊，走村串寨为当地百姓送医送药……

她以自己多年默默无闻的奉献，赢得了官兵们的敬重
和组织上的表彰，年纪轻轻就成了全军区的“名人”。以她名
字命名的“周世珍模范医护小组”受到全军通报表彰。金秋
十月，母亲光荣出席了全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荣获一等
功，并随“全军先进英雄模范事迹报告团”在全国巡回作报
告。最令她难忘的是，作为全军唯一的女军人英模代表，母
亲应邀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
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
切接见。合影时，我的母亲站在毛主席身后右边第二排第四
位——当时她已经怀有身孕。翌年夏天我出生后，父母亲为
我取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字：杜京。而这张非常珍贵的大合
影，也算是我家两代人在天安门留下的第一张照片。至今
86 岁的母亲依然把这张照片珍藏在家中……

父亲是一位戎马生涯半个多世纪，驰骋疆场，身经百战
的老军人。他出生在晋东南太行山区一个穷苦人家，家中弟
兄五个，父亲排行老二。父亲的大哥杜耀林十几岁就参加革
命，曾任八路军武工队队长，后为解放军排长，在解放战争
中英勇牺牲，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父亲的三舅李启发很
早就参加了革命，在山西抗日决死队出生入死，抗日杀敌。
一天清晨，父亲和往常一样正在村口拾羊粪，只见一位威武
的八路军骑着大马“咯噔咯噔”从远处而来。父亲近前一看，
原来是三舅。三舅微笑着摸着父亲脑袋问：“小丑子（父亲的
小名）有饭吃吗？”父亲摇摇头。此时，三舅斩钉截铁地对他
说：“咱们走，跟上共产党，穷人有饭吃！”

就这样，父亲小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从华北敌后到晋
冀鲁豫，逐鹿中原；从淮海战役渡江南下，到赣江东西粤桂
边区；从解放两广挺进西南，到进军滇南剿匪。父亲在革命
战争年代，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然而，走南
闯北大半生，却一直没有再回过老家山西。我们从小就总听
父亲讲“老家”的故事，故事中总是充盈着家乡的亲情和令
人难以忘怀的回忆。每当听到父亲提到老家，我会问他：“您
想老家为什么不回去呢？”父亲回答说：“作为一名军人，要
多想国家这个大家。我现在每天工作很忙，多少次想回老家
也没能回去。但无论离家乡有多远，离开的时间有多长，咱
老家的记忆都会珍藏在心里。”

这回，父亲终于抽出时间，要带我们回老家了，我们全
家都沉浸在幸福的期待中。就在我们回老家之前，父亲说，
离开老家快 40 年了，如今回到村里，乡亲们一见面，肯定会
问，你们去过天安门吗？所以，咱们全家要在回去之前，先去
趟天安门广场，拍几张全家照，多洗出几张带回去送给乡
亲们。

就这样，父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先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
了很多北京果脯和高粱饴，还备好了两袋大米白面，准备带
回老家。为我买了一件蓝色“棉猴”，为弟弟买了件带毛领的
蓝色长大衣，每人一双半高筒皮鞋。装扮整齐了，全家人冒
着严寒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前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转眼间到了1986年，我走进报社，先在文化生活部当了
一名副刊编辑。这6年的副刊编辑生涯，是我人生最美好的
一段经历。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时政新闻部当记
者，从 1996 年起，每年都要跑“两会”，在天安门广场上来来
回回。每当“两会”开幕之日，我都会在天安门前留个影作为
纪念。

去年，是我记者生涯里最后一次上“两会”。在开幕之
日，我依旧在天安门前拍了一张照片。而在闭幕那天，我在
微信朋友圈中发了这样一段文字——

“时光总是在不言不语，不经意间悄悄溜走。在春暖花
开之际，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春风吹拂、红旗飘飘。每年
的三月，聚焦‘两会’，带着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带着对热点
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步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跑‘两会’
的记者，一跑就是二十多年的为数不多，而我却是其中之
一。作为新闻记者，需要格外关注来自基层的声音，心思放
在文章里，每一个字句，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对得起所从
事的这份神圣的职业。”

如今，我每次开车路过天安门，依然会心潮澎湃。雄伟
壮丽的天安门，伴随着欣欣向荣的共和国跨过了 70 个峥嵘
岁月。我们一家两代人的天安门情缘，也见证着祖国的沧桑
巨变——这真是家国同梦啊！

两
代
人
的
天
安
门
情
缘

2019年4月，段玉平（左）到蔬菜大棚与当地群
众一起采摘蔬菜丰收成果。 摄影：李瑞伟

开栏的话：对口支援西藏是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
决策和战略部署，也是推动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
安的重要举措。20 多年来，中央主管部门牵头抓总，
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有关省市、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
业先后选派 9 批次干部人才进藏工作。投入 460 多亿
元，建成 1 万余个重点援藏工程。

“世界屋脊”也是精神高地。在这里，缺氧、高寒、
低压等恶劣气候环境，以及出差途中频发的雪崩、塌
方、泥石流等灾害意外，威胁着援藏队员们的健康乃至
生命……他们的家国情怀触达灵魂，忠诚信仰的光芒
让人泪目。《草地》推出“援藏两地书”专栏，为读者讲讲
援藏故事，讲讲那些舍小家为大家的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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