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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草原上，小小的我们享
受着生活中的宁静。岁月安好，此片
蓝天下，约上好友，从容垂钓，不计得
失。”写下这段文字时，叶丹已经来到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5年了。1983
年出生的叶丹是浙江人，2013年，她
和自己的爱人带着家里仅有的积蓄
北上，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黑山头
镇开启了自己的事业——办一个“边
城马场”。如今，她已经是这个中国、
蒙古和俄罗斯交界的边境地区赫赫
有名的“马场女老板”了。

叶丹和内蒙古大草原的交集，始
于2004年。当年，在浙江大学就读的
大二暑假，她和几位同学骑自行车穿
越了内蒙古。从黑龙江漠河到宁夏银
川，叶丹用自行车车轮把从东北的森
林到南边的草原再到西南的沙漠戈壁
的距离丈量了一遍。9年后，她在呼伦
贝尔大草原创业。创业最初的想法很
纯粹——圆一次骑马穿越草原的梦。

“骑着马，去草原。”秉持着这样简
单的信念，体型娇小的南方姑娘叶丹，

开始在漠北草原举办骑行马场的事
业。“2013年呼伦贝尔的旅游开始发
展，但是不成熟，有比较好的发展空
间。”说起当时创业的条件，叶丹笑着
说，“用当下时髦的话说，就是‘现有开
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
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在叶丹看来，在草原上创业困扰
她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当地
部分居民的保守意识。“有一家养马的
人家，他们很早之前听说过我，有点不
服气。”叶丹说，“觉得你的成功不是因
为努力而是因为运气。”另一个则是建
立在当地已有“旅游模式”生意场上的
固化产业链。“旅游模式就是低价团，
以低价吸引客户，然后从中以各种方
式获得利益。”叶丹叹了口气，“但我还
是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为顾

客提供满意的服务。”
与传统的景点观光式旅游不同，

叶丹自创的旅游项目，更注重“体验过
程”。喜欢户外徒步旅行的她推出了“4
天骑马穿越草原腹地”的项目。项目不
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骑马爱好者，甚
至火到了国外。“来参加我们马背旅行
的有一些是国外客人和在国外生活的
华人。很多外国人希望在中国‘自由
行’。因为他们中有人认为这是自己了
解一个真实中国的方式之一。”

让更多的人了解草原、爱上草原
是叶丹创业的梦。“我这边有一个很
典型的客人，2015年他第一次来骑
马，去年又来了，前两天他已经跟我
预定今年也要来。他非常喜欢草原，
上次骑行时在草原上唱起了蒙古歌，
非常动听，我听了很感动。他对草原

的热爱是那么纯真，有时候我恍惚觉
得他上辈子一定是个蒙古人。”说起
自己的客人，叶丹很兴奋，“还有一位
姑娘。去年6月骑行结束时，抱着自
己的马哭，不愿意分开。9月份又来了
一次，骑行结束时看着马儿被装车带
走，又哭了。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草
原的爱。”

5年时间，个子不高的叶丹，从一
个温婉的江南小姑娘，变成了一个脸
上有了高原红、肤色如地道蒙古族姑
娘的塞北女老板。草原的风改变了叶
丹外貌，却没有改变她的初心。当事
业逐渐步入正轨，自己也获得了越来
越多人认可时，这个“80后”姑娘发
现，自己已经爱上这里了。而梦想，也
在这大漠春天的风中，起飞。

德国的文艺作品比较大气恢弘，
像歌德、席勒的作品。我 14 岁看 《少
年 维 特 之 烦 恼》， 后 来 看 的 《浮 士
德》。当时，《浮士德》 的汉译本有三
种。访问德国的时候，我跟他们讲，
我演讲中提到的一些东西不是谁给我
预备的材料，确实都是我自己看过
的。比如，歌德的 《浮士德》 这本
书，我是在上山下乡时，从 30 里外的
一个知青那儿借来的。他是北京五十
七中的学生，老是在我面前吹牛，说
他有《浮士德》。我就去找他，说借我
看看吧，我肯定还你。当时，我看了
也是爱不释手。后来他等急了，一到
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传话，要我
把书给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还
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 30 里路来取这
本书。我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
书了，那我还给你吧。《浮士德》确实
不太好读，想象力很丰富。我跟默克
尔总理说，也跟德国汉学家说，我当
时看 《浮士德》 看不太明白。他们
说，不要说你们了，我们德国人也不
是都能看明白。我说，那看来不是因
为我太笨。

——摘自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
情缘》《人民日报》（ 2016 年 10 月 14
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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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这是一部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
长达 12111 行的诗剧，第一部出版于 1808 年，共二
十五场，不分幕。第二部共二十七场，分五幕。

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而是以浮士德思想
的发展变化为线索，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
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
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
义和社会理想。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
十分完好的诗剧。

《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是他毕生思想和艺
术探索的结晶，其构思和写作，贯穿了歌德的一
生，1768年开始创作，直到1832年——前后一共64
年，即歌德逝世前一年才最后完成。

《少年维特之烦恼》：德国作家歌德创作的中篇
小说，于 1774年秋天在莱比锡书籍展览会上面世并
成为畅销书。它是歌德作品中被他的同时代人阅读
得最多的一本。

小说描写进步青年对当时鄙陋的德国社会的体
验和感受，表现了作者对封建道德等级观念的反对
态度以及对个性解放的
强烈追求：少年维特爱
上了一个名叫绿蒂的姑
娘，而姑娘已同别人订
婚。爱情上的挫折使维
特悲痛欲绝。之后，维
特又因同封建社会格格
不入，感到前途无望而
自杀。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在战场废墟接受战争历练

冯小强是中国驻利比里亚维和部队的某
工兵团参谋，2012 年 11 月，他第一次踏上利
比里亚的土地。时至今日，对他而言，当时亲眼
目睹的利比里亚治安混乱、游行抗议贫乏、人
民饥饿羸弱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当时我内
心升起一股使命感，我想我一定要实实在在多
为他们做点事。”

2003年 8月 1日，联合国决议授权在利比
里亚建立维和部队。8 月 18 日，利比里亚各方
签署《全面和平协定》，9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第 1509 号决议，成立联合国利比里亚特
派团，正式开始推进维和行动。

而在维和初期，利比里亚更是充满了各种
凶险和挑战。早期赴利维和的官兵回忆，长达
14年的内战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其支离破
碎让人震惊。首都蒙罗维亚，战争的痕迹随处可
见，电线杆弹孔密布，广告牌被打成了筛子，随
处可见被洗劫一空的房屋和被炸毁的车辆。

2006年9月14日晚7时许，利比里亚一党
派的车队在邦加撞死人后逃逸，引发了当地的
骚乱。一些武装分子趁火打劫，在公路上肆意
破坏，砸抢过往车辆和行人。当时，我运油车正
在这个路段行进。中队长马凤鸣指挥车队立即
原地掉头，迅速撤回到当地孟加拉步兵营地，
确保了人车安全。

类似的情况冯小强也经历过多次。据他回
忆，民众游行、砸车、烧轮胎，这些情况在利比
里亚时有发生。

政局的动荡是造成利比里亚贫困易乱的
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利比里亚爆发内
战，战火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国家的基础设施
摧毁殆尽，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困难。修路，成为
援建任务的重中之重。

2010年6月17日，中国工兵分队接受联利
团紧急任务，需要在两个月内完成绥德鲁市至
科维镇全长 26 公里的道路修筑任务，其中绝
大部分是在热带雨林中修筑。内战中，利比里
亚基础设施损毁殆尽，几乎所有公路都成了红

土路，旱季尘土蔽日，雨季泥水横流。路上一个
不起眼的小水洼，连续十几天暴雨冲刷下来，
就变成了能让卡车抛锚的大坑。工兵分队放弃
休息加班加点，如期完成了任务。

据统计，赴利维和13年间，中国工兵分队
共勘察修复道路 7500 公里，架设维修桥梁 69
座；运输分队累计行程1300万公里，多次化解
武装分子哄抢物资、持枪威胁等险境，运送各
类物资93万吨；医疗分队接收诊治患者5万余
例。回想过去的维和经历，冯小强感慨：“中国
军人在利的地位很高，是大家扎扎实实干出来
的。”

穿越炮火顶起生命希望

战争不仅让利比里亚千疮百孔，更摧毁了
这个国家的卫生系统。疟疾、登革热、埃博拉，
这些耳熟能详的恶症顽疾，是维和官兵习以为
常的对手。

2014 年春，利比里亚爆发了严重的埃博
拉疫情，数千人丧身恶疾。有些国家维和部队
暂停了轮换，甚至选择撤离，而中国赴利医疗
队坚守岗位，帮助利比里亚有效控制了疫情泛
滥。参与救援工作的战士回忆，埃博拉疫情期
间特别难熬。白天气温30多摄氏度，要穿着全
封闭的防护服执行任务，每次任务后都要隔离
观察，形势非常严峻。“长衣长裤口罩眼镜，加
上两层厚厚的橡胶手套，汗水每天硬生生湿透
迷彩服，灌进厚重的作战靴。”

那段时间，中国士兵常常在路边能看到因
病暴毙的人，非常悲惨。驻首都蒙罗维亚的营
区与利比里亚最先发现埃博拉患者的农贸集
市只有几百米距离，中国军人要天天穿梭在重
疫区，还担负埋葬埃博拉患者遗体的任务。

原北京军区总医院护士长陈海花接诊了
第一例传染病患者。凭借过硬的医疗技术，她
顺利完成治疗后，并处理好被污染的床单被
子，防止了病菌的进一步传播。

穿越疾病与硝烟，中国不仅为利比里亚捐
助大批医疗物资、援建埃博拉诊疗中心，还派
出了多批抗埃医疗队，飞赴利比里亚抗击疫

情。2014年11月下旬，援利埃博拉诊疗中心在
我工兵分队的努力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修
建完毕，并为感染埃博拉患者提供了100多个
有良好隔离措施的床位。

一个小细节充满了温馨。维和期间，中国
二级医院接到紧急求助电话，当地有一名大出
血患者，生命垂危。危急情况下，维和战士们不
顾可能存在的危险，纷纷主动要求献血。经测
验，只有4名战士血型相符，他们在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把带着体温的鲜血注入到这个素不相
识的病人体内，挽救了一条生命。

奋战在利比里亚的官兵，为利比里亚人民
撑起一片天空。医疗队抽调骨干，在完成救助
任务的情况下，与国外分遣队医疗机构沟通协
调，建立了疫情通报和专业培训制度；运输分
队在战乱和疫情环境下全天候保障一支1.6万
人的维和部队，面对超负荷工作量毫无怨言，
认真完成工作。

维和部队的工作获得了利比里亚总统约
翰逊·瑟利夫的点赞。他在发言中说，感激中国
政府和人民为抗击埃博拉所给予的无私的重
要援助。面对埃博拉疫情给利社会经济发展进
程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中国及时提供了多批援
助，是世界上第一个派出专机向利运送援助物
资的国家，引领了国际社会援助行动，为利抗
击埃博拉疫情作出重要贡献。

文明维和赢得尊重赞誉

首批赴利维和部队医疗分队刚刚抵达利
比里亚时，当地各种医疗设施还不健全，他们
每周都要到丛林部落义诊。道路难行，毒蛇出
没，官兵们一手拿着医药箱，一手用竹竿敲打
地面，赶走潜伏在草丛中的毒蛇。当地部落成
员看到他们，都会热烈欢迎。

由始至终，中国的维和官兵都继承了这样
的作风，尽心尽力地为利国人民服务。塔佩塔
医院是2008年中非论坛上我国承诺援助非洲
的八大项目之一。由于缺乏工程机械和作业人
员，基础工程难以启动。正在利比里亚的第 8
批维和官兵临危受命，远征 110 公里，采取灵

活的作业方法，仅用 24 天就圆满完
成任务。把项目的工期加快了 3 个
月。

在利比里亚，维和官兵把这里
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爱护着这里
的人民。原沈阳军区雷锋团维和官
兵来到利比里亚，在驻地一角建起
临时雷锋纪念馆，宣誓在国外也要
发扬好雷锋精神。绥德鲁市两个因
战乱无人管理的氯气储存罐泄漏
了，当地上万居民不得不撤离家园。
雷锋团维和官兵不顾危险挺身而出
地冲上去，对氯气罐实施紧急处理，
深埋地下，把可能的危害降到了最
低。

此外，他们还对州政府附近三
条道路进行修复，分别命名为“平安
路”、“人民路”和“民族路”，为当地
民众出行交通提供便利。利用业余时间开垦菜
地，将其命名为“友谊园”，开展“播撒和平种
子，共建友谊菜园”活动，向当地人传授种植技
术和食用方法。第 19 批维和工兵大队政委王
锁勇告诉我们，利比里亚人民生活极度贫困，
官兵的职责就是努力帮助他们过上安定幸福
的生活。

实战练兵适应未来战场

异国维和，处处都是“战场”，为中国军队
探索实战练兵提供了平台。抗埃期间，冯小
强就切身感受到了外军合成单位的行动优
势。2014 年年底，某国派出 3000 余名士兵在
西非三国协助抗埃。该国军队运输机在蒙罗
维亚机场降落后，部队快速展开野战帐篷，
就地部署。与中国维和部队倚重道路运输不
同，该国军队充分发挥空运优势，以机场为
依托，利用“鱼鹰”运输机及“黑鹰”“支奴干”
等直升机，向利比里亚各地空运抗埃物资，
投送极为高效。

冯小强坦言，与某些外军熟练掌握海外用
兵相比，中国军队在实战用兵方面还有一定差

距。尤其是合成营建设使用方面，存在一定差
距。

参加过维和的某教导大队王成立队长谈
到，“适应实战，就得打破思维藩篱，建强合成
营指挥部，让每个营都具有合成作战的能力。”
他主动带领大队官兵学习外军知识，成立“网
上蓝军”，通过网上对抗训练，倒逼部队指挥员
提升临机决策能力。

不仅如此，官兵还发现一线平推、手工标

图在外军已经非常少了。研究立体几何，经纬

度坐标正向海拔高度发展，平面地图逐渐被模

糊。未来指挥所使用裸眼 3D投射和虚拟现实

增强技术，已经成为未来战争刚需标配的指挥

手段。执行多次抢修道路任务的某工兵团副团

长倪景玉回国后谈到，从修路我们就能感受

到，未来的军事任务绝不是二维的，而是在三

维、甚至多维空间展开。战地环境下执行任务，

不仅需要快速直达的有效信息，还需要配合警

戒、空运等多样化手段，才能确保施工的安全

和高效。

展望未来，地区战乱仍频、冲突不断，中国
军队仍需要在参与维和的行动中，不断探索用
兵之道，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更大作用。

2003 年，是利比里亚维和“元年”。那年底，
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的运输分队、沈阳
军区的工兵分队和南京军区的医疗分队的558名维
和官兵踏上西非这片土地，开启了我军在利比里亚
的“蓝盔时代”。

2017 年 3 月，随着利比里亚国内形势趋于稳
定，根据联合国决议，中国第19批赴利维和官兵分
两批撤回，结束了历时14年的蓝盔使命。

14年风雨征程，19批成建制维和部队、1万余
名官兵参与其中，以赤子之心撑起利比里亚的一片和
平天空，诠释了什么是“大国担当”和“中国形象”。

图为叶丹 （左一） 和她的创业伙伴在一起休息。 （资料图片）图为叶丹 （左一） 和她的创业伙伴在一起休息。 （资料图片）

图为列队接受检阅的中国驻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官兵。 （资料图片）图为列队接受检阅的中国驻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官兵图为列队接受检阅的中国驻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官兵。。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