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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北塔山，山风阵阵。
六师北塔山牧场地处中蒙边境，守护着祖国

的边境线。一条缎带似的车道，仿佛系在脖子上
的绶带，在茫茫荒原中掠过。

广阔的原野上，生长着茂密的红柳、梭梭、骆
驼刺，山地林木繁茂，在晨曦落霞照耀下线条柔
美、层次分明，雪山、云杉相映生辉，犹如一幅大气
磅礴的天然画卷。

8月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遍地，哈萨克族风
俗更是为草原增添了原始、古朴、温暖、浪漫的情
怀。

毡房点点，碧草滴翠，牛羊像云一般移动，恰
似珍珠洒落，冰峰雪岭遥遥相守，构成了一幅醉人
的画卷，更有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引人入胜。

一

迎着暖暖的山风，阿力马西汗·阿布拉依又一
次拿出奶奶的照片，细细端详。

暖暖的阳光，透过湛蓝的天空，照射下来，在
群山环绕中，一座小镇初现。望着眼前宽阔的柏
油路，整齐高大的楼房，还有远处连绵起伏的草
场，她的思绪飘得很远。

“如果奶奶能看到如今北塔山牧场的变化，如
今我们的幸福生活，一定会乐开了花。”阿力马西
汗·阿布拉依说。

今年34岁的阿力马西汗·阿布拉依是北塔山
牧场草建连连长。当然，她更喜欢别人叫她“英雄
母亲”扎木赞的孙女。

“英雄母亲”扎木赞解救汉族干部马尚志的壮
举，曾让无数军垦儿女感动。

1951年，新疆军区后勤部在奇台县组建东线
贸易小组，用生活物资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兑换
1000多只羊，招募哈萨克族牧工，筹建牧场。

当年，马尚志带着60余名哈萨克族牧民，赶
着羊，游牧在茫茫的荒漠戈壁，经过近两个月的艰
难跋涉，终于来到地处中蒙边境的北塔山，于
1952年，创建“八一牧场”。

当时，乌斯满匪帮在北塔山一带活动猖獗，经
常袭扰牧场，破坏生产。

一次，马尚志在检查生产途中遭遇土匪追袭，
跑到哈萨克族牧工坎其泰、扎木赞夫妇的毡房里，
眼看匪徒追近，情况十分危险，扎木赞急中生智，
让马尚志披上羊皮，藏在围栏中的羊群里，躲过了
匪徒的追袭。

还有一次，马尚志又被匪徒追袭，他又跑到扎
木赞家，被女主人藏在马鞍堆里，又一次幸免于
难。扎木赞冒着生命危险，解救汉族干部的英雄
事迹被后人传为民族团结的佳话。

“奶奶成为民族团结的楷模，是我们全家人的
骄傲，她教育我们，要为牧场的发展尽一份力。”阿
力马西汗·阿布拉依说。

北塔山，哈萨克族语为“巴艾特克”，意思是牺
牲自己的地方。1952年的牧场除了七顶毡房，再
无人类生活痕迹，有的只是嶙峋的山石和野兽足
印。

“我们那里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有山
没有树、有沟没有水、有地不长草、风吹石头跑。
这四句话，是以前对牧场恶劣自然环境的真实写
照。”阿力马西汗·阿布拉依说。

建场初期，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交通落
后，但是北塔山牧场各族干部职工团结一心，克服
困难，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到1954年，北塔山牧场的牲畜存栏头数已由
1952年的1.2万头（只）发展到2万多头（只）。

2012年，六师五家渠市举全师之力支援牧场
发展。从此，拉开了牧场面貌大变化、牧民生活大
改善、民生事业大发展的序幕。

2013年9月28日，对于阿力马西汗·阿布拉
依一家来说是难忘的一天。当天，牧场举行通电
仪式，标志着兵团最后一个农牧团场正式通电，结
束了长达61年无长明电的历史。

为切实满足北塔山牧场用电需求，六师五家
渠市积极与国网新疆电力公司昌吉供电公司协
商，克服交通不便和环境恶劣等困难，实现了职工
群众期盼长明电的夙愿，解决了牧场职工的生活

及供水、供暖等公用设施的供电问题。
有了电，阿力马西汗·阿布拉依家的生活改变

了许多，冰箱、洗衣机等家电都可以用了，还可以
随时看电视、上网。

这些年，六师五家渠市逐步加大对北塔山牧
场的投资力度，建设楼房，铺设通往场外的柏油马
路，铺设自来水管道……一项项民生工程的落地，
让偏远落后的边境团场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从毡房、土坯房到楼房，从喝涝坝水到用上自
来水，从点煤油灯到用上长明电灯……说起牧场
的变化，阿力马西汗·阿布拉依的言语中透着难以

掩饰的喜悦与自豪。
2013年，阿力马西汗·阿布拉依从部队退役

后，留在牧场工作。2017年，团场综合配套改革
开始实施，阿力马西汗·阿布拉依被选为连队“两
委”成员。

许多人问她，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为什么还
要回牧场。她总是这样说：“这片土地养育了我，
我要为牧场的发展尽一份力。”

二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李梦桃的梦
就在北塔山牧场。

在李梦桃的心里，北塔山是一个天高云淡的
地方，是他心中永远的故乡。那里有成群的牛羊，
连片的草地，可爱的牧工。他把青春写在那群山
深处，写在那蓝天上，挂在那雪岭云杉之梢，镶入
那草原马兰花的海洋里。

“北塔山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的地方，是我
梦想开始的地方。”再次见到李梦桃时，这位曾经
的“马背医生”说得最多的依然是北塔山牧场。虽
然早已经从钟爱的医疗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时
刻关注着北塔山牧场的发展变化，隔一段时间就
要上一次山。

1964年李梦桃支边来疆后，先是被分配在
一○六团当职工，然后被抽调到团场卫生队学医，
几年后，他成了一名年轻的儿科医生。

1970年，上级决定调他到缺医少药、急需医
务人员的北塔山牧场工作，他二话没说，扛起行
李就上了汽车。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李梦桃终
于来到了这个让他一辈子魂牵梦绕、难舍难离的
地方。

当时的牧场道路崎岖，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
马，牧工就医看病十分不便。在北塔山牧场的36
年中，李梦桃把牧工的健康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
目标。

为实现这个梦想，他靠着一匹马、一个药箱、
一件大衣、一块毡子和一支步枪，走遍了牧场的沟
沟壑壑，累计行程26万多公里，救治了2万多名病
人，接生了800多个婴儿，牧场的人至今都叫他

“哈萨克族人民的好儿子”。
“出门就是山，遍地没庄稼；风吹石头跑，张嘴

沙打牙”，这段顺口溜李梦桃记得清清楚楚。时光
荏苒，岁月如流。如今，李梦桃接生的那些孩子已
经长大成人，但他在那片土地上治病救人的故事
依然在这里流传。

李梦桃记得，初到北塔山牧场，每当骑着马、
背着药箱的他出现在毡房前，牧工们就像盼到了
救星，把他团团围住。那时候，面对艰苦的生活条
件，他也曾动摇过，希望尽早离开这里。但是，看
到牧工期盼的眼神，他的脚步犹豫了，最终留了下
来。

“因为在牧工的心中，医生是什么病都可以看
的，要看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什么病都要看，
所以我就下决心学习，成为一名全科医生。”李梦
桃在与牧工的长期交往中，很快学会了哈萨克语，
与当地牧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几十年来，李梦桃走遍了北塔山牧场的沟沟
坎坎，在出诊路上，他曾从马背上掉下，从山梁上
滚落，在黑夜和暴风雪中迷路，是哈萨克族牧工把
他救起，带回毡房。

让李梦桃难忘的是，一次在巡诊路上，他胃病
复发，疼痛难忍。他只有放掉缰绳，让识途的老马
把他驮到一个牧工家里，一位老大娘把家里很少
的面粉拿出来，给他擀了一碗面条，而老大娘和孩
子吃着玉米面馕，把家里最好的棉被盖在他的身
上，他们自己盖着羊皮大衣入睡……

这样的故事说不完，在北塔山牧场36年中，
李梦桃和哈萨克族牧工亲如一家。如今虽然退休
了，但他还是会经常去北塔山牧场走一走，看一
看。这些年来，牧工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就
医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实现了“小病不出连，大
病不出场”。

说起这些年北塔山牧场的变化，李梦桃如数
家珍。他说：“2013年9月28日，牧场高压输变电
项目竣工通电。至此，牧场终于实现了国家电网
供电，结束了牧场医院只有在夜间预约做B超、拍
片，在煤油灯下为产妇接生的历史。”

曾经的北塔山牧场，生活条件艰苦，医疗水平
落后。这些年来，随着六师五家渠市民生事业投
入力度不断加大，一项项民生工程建成，一件件惠
民措施落实，如今北塔山牧场建成了现代化的医
院，配备了远程诊疗系统，就医条件得到很大改
善，牧工的健康有了保障，生活幸福指数不断提
升。

“过去牧场能有条像样的道路，是几代牧工的
夙愿，如今牧场不仅有了宽阔的柏油路，还有了洁
净的自来水、节能的天然气，新建了职工文化活动
中心、医院、幼儿园、加气站、加油站，保障性住房

拔地而起……现在牧工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李梦桃的言语中透着难以掩饰的喜悦与自
豪。

三

“北塔山啊北塔山我心中的山，你拥有多少山
峰，你拥有多少毡房，我骑着守边的战马，走过千
遍万遍，蓝天上的雄鹰，伴随我盘旋……”

走在巡边的路上，42岁的哈布力·赛麦克总
会唱起这首《北塔山之歌》。在这片白云飘飘，风
吹草低见牛羊的土地上，有他们一家人世代的坚
守。

哈布力·赛麦克的母亲白格正今年78岁，她
见证了北塔山牧场的建立和发展。

提到护边，老人打开了话匣子。“那时候，牧场
刚刚组建，我们一家人就搬到这里，在边境上放
牧，没有专业的护边员队伍，边境上的牧工就是护
边员，一座毡房就是一个哨所，牧工们一边放牧一
边巡边。”她笑着说。

哈布力·赛麦克的爷爷是北塔山牧场第一代
护边员，父亲赛麦克和大伯阿合提也是护边员。
2007年，哈布力·赛麦克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
棒，也成为一名护边员。

2017年，护边员队伍专业化了，得知边境派
出所要设立群众护边员岗位后，哈布力·赛麦克积
极报名，被选为奇台县库甫边境派出所畜牧二连
分队第一小队小队长。

哈布力·赛麦克始终记着父亲的教诲“护边就
是保家，保家就是爱国”。作为一名护边员，哈布
力·赛麦克积极履行职责，始终以“高标准、严要
求”的工作态度，协助边防警官维护边境辖区的社
会秩序和安全稳定，经常带领分队成员向牧工宣
讲边防政策和法律法规。

跟着哈布力·赛麦克走在边境线上，铁丝网、
界碑、蓝天，一望无垠的原野给人一种空旷而孤寂
的美。

巡边一次要10天，哈布力·赛麦克说，他要带
上面粉、大米、蔬菜，开车3个小时，行驶140公里
到达值勤房。每天，哈布力·赛麦克要巡边4次，
每次巡边3公里。

走进他的值勤房，里面只有几张简陋的床，几
个凳子。他说，晚上睡在这里，不仅能听到外面呼
呼的风声，还能感受到钻进来的风。

在巡边的10天时间里，绿叶蔬菜不易保存，
哈布力·赛麦克和其他护边员往往吃不上绿叶蔬
菜。用水也是个难事，冬季，他们把雪水融化后，
当作生活用水，夏季则每天要骑上摩托车，到10
公里外的山上取水，来回要花40分钟。因为水
少，只能用于做饭、饮用。

“冬天边境线上的雪很厚，经常会没过小腿肚
子，雪钻入鞋子里，再化成水，一天下来，脚被泡得
又白又肿。”哈布力·赛麦克说。

“冬天边境线上下大雪、刮大风，气温最低时
零下30摄氏度。遇到下雪天，呼呼的大风吹得人
抬头都费劲。”哈布力·赛麦克说，冬天巡边的时
候，耳朵被冻得又红又肿，甚至还渗出了血。一起
巡边的护边员不小心滑倒，头还被围栏划破。

当了十几年护边员，巡边路上哪里有坑，哪里
要拐弯，哪里有界标，哈布力·赛麦克都清清楚楚。

在哈布力·赛麦克的影响下，2018年，他妻子
阿丽巴汗·桥伟也光荣成为一名护边员。

2018年10月的一天，哈布力·赛麦克和妻子
都在边境线上巡边，哈布力·赛麦克突然接到姐姐
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头晕很难受，哈布力·赛麦克
听后，眉头紧锁，很是发愁。他虽然担心母亲的身
体，却知道自己不能离开边境线，只能含泪让姐姐
把母亲送到医院进行治疗。

哈布力·赛麦克有一个读七年级的儿子和一
个上三年级的女儿。“平时遇到我和妻子都在巡边
时，都是母亲帮我们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母亲生
病了，我却不能及时赶回去照顾她，我心里很愧
疚。”哈布力·赛麦克说。

哈布力·赛麦克的儿子叶尔麦克·哈布力很懂
事。当父母都在巡边时，他会主动帮忙照顾妹妹，
喂养家里的牲畜。“爸爸妈妈当护边员，守卫祖国
的边界，我感到很自豪。我长大了以后也要守卫
祖国。”叶尔麦克·哈布力说。

如今，在哈布力·赛麦克家族里有4位护边
员。

“是什么让你们坚守在这里？”我问他。
哈布力·赛麦克凝视着值勤房前高高飘扬的

五星红旗，语气坚定地说：“这里是我们的家园，守
卫家园就是守卫祖国。”

在北塔山这片土地上，他们一代接过一代的
接力棒，守护着祖国的边境线。

北塔山，一片让人魂牵梦萦的土地，一片军垦
前辈们用生命托起的草原，一片人们世代守护的
净土……

值得“团宠”的
不只是“考古女孩”

●蓓青

9 月 1 日，北大迎来 3300 多名前
来报到的2020级本科新生。在新生
人群中，有一个戴着黑帽子、留着齐
耳短发，身穿淡蓝色衬衣、牛仔裤的
女孩，就是此前备受关注的“考古界
团宠”钟芳蓉。接受媒体采访时，钟
芳蓉表示，希望大学期间能够潜心学
习专业知识，不被外界过多打扰。她
还说，接下来最大的心愿是去故宫逛
逛。

在 2020 年高考中，湖南耒阳留
守女生钟芳蓉考出了湖南省文科第
四名的好成绩。然而，出乎很多人意
料，她最后选择了北大考古专业，因
为这是心之所至。因为这次选择，钟
芳蓉受到了广泛关注；因为“考古女
孩”钟芳蓉，考古专业也受到了广泛
关注。

从被集体“团宠”到现在不喜欢
被过多打扰，并不能理解成钟芳蓉对
媒体不满，而更应该视作钟芳蓉希望
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更好地学习知
识。社会对钟芳蓉的关注，也更多是
因为从她身上看到了一种难得的气
质，看到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气质。
这次钟芳蓉表达出来的心声，与她当
初的选择有着一脉相承的气质。也
正是这样的气质，更加让人喜欢这个
女孩。

在一片繁华乃至喧哗中，能够
不被潮流裹挟，清楚地知道想要什
么，勇于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这样的
人是了不起的。钟芳蓉正是这样的
人。学习是需要时间和精力付出
的，大众应该尊重她的选择，尽量不
要去打扰她。其实对于大众来说，
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过多的精力放
在钟芳蓉身上，因为值得“团宠”的不
只是“考古女孩”。

据了解，今年，北大考古文博学
院将迎来50多位新生。而他们并不
是很多人想象的因为分数不够从而
作出的“无奈选择”，很多人都是因为
兴趣所在。譬如北京女孩董思奇，她
就说自己的性格和考古学是“绝配”，
就想安安静静做点喜欢的事情，“我
喜欢历史，也喜欢逛博物馆”。除了
考古，有志于其他一些冷门学科的也
大有人在。比如，北京学生吕喆也是
一门心思奔着物理专业来的，“没有
考虑过其他专业”。

曾经有人讲过，这是一个除却成
功再无信仰的时代。而成功，也被狭
义为金钱、权力和名望。其实这话有
些绝对，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样的
成功观，尤其很多年轻人，有着自己
的思考，有着自己的判断。人们常常
根据毕业后的收入，来对专业进行划
分，现在所谓的热门专业，都是想当
然的未来高收入行业。但在事实上，
专业并无所谓高低贵贱，也没有“冷
门”和“热门”之分。正如北大考古文
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所讲的，考古
是人民的事业，可以帮助找到中国文
化的源头，它不意味着“穷”，也不等
同于“挖土”。

不必讳言，很多学生因为各种原
因，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兴趣，选择了
所谓的“热门”。也要看到，有不少学
生，他们的梦想得到了尊重。其实很
多时候，不是年轻人变得世俗功利，
甚至也不是家长们都那么急功近利，
而是舆论场人为造成了一种气氛，形
成了一种倾向，左右和绑架了年轻人
的选择。正如这次，如果不是钟芳蓉
的留守和高分的双重身份，又有多少
人知道还有那么多“宝藏学生”？

值得“团宠”的不只是“考古女
孩”。不要因为只关注“考古女孩”，
而遮挡了对其他“宝藏学生”的关
注。其实，在每座城市每所大学，都
有这样听从内心选择的学生，而且为
数不少，只是他们被选择性忽视了。
在后真相时代，很多人都被竞争性真
相蒙住了眼睛。

北塔山牧场民兵冒雪巡边北塔山牧场民兵冒雪巡边（（资料图片资料图片）。）。多明忠多明忠 摄摄

通往北塔山牧场的公路（摄于7月15日）。
张琳琳 摄

李梦桃长年奔走在崇山峻岭为牧民治
病（资料图片）。 张世昭 摄

北塔山牧场居民小区一角北塔山牧场居民小区一角（（摄于摄于88月月2020日日）。）。 张琳琳张琳琳 摄摄

北
塔
山

望守
●
张
琳
琳

李云裳李云裳//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