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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的李丹数年间持续不断地关怀西部边境的边防战士们

寄往“云中哨所”的包裹满是爱
引言》“4600米哨所的官兵，找了她1000多个日夜。”

“李丹，请你给我站出来！”“今天，三军将士要向她敬礼！”……
昨日，新华社等国内外众多媒体和成千上万的网友，似乎不约
而同纷纷发文致敬一名叫“李丹”的女子：西藏海拔高，战士们
易患高原病，她寄去一箱箱保健药品；紫外线强易灼伤脸，她
就邮送各种护肤品；逢年过节，她就挑选家乡特色食品干货寄
给哨所……

李丹是谁？今年40岁的李丹，是漯河市马路街办事处建
设路社区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为何在西藏詹娘舍哨所的边
防官兵眼中，她会是一名时刻被想念的“亲人”？他们间又发
生了怎样感人的故事？昨日下午至晚间，大河报记者连夜展
开调查采访。

>>给边防哨所寄了数年包裹 她一夜之间被“网红”

“参军前的那晚上，兴奋又
紧张……参军入伍把兵当，当
兵为打仗，打仗就要打胜仗，打
出咱荣光……”2月8日晚，小
年夜，在西藏喜马拉雅山南麓
海拔4655米的詹娘舍哨所，一
阵阵嘹亮的歌声从中传出。这
是该哨所边防战士，在为一位
特殊的“亲人”唱歌。当晚，也
是双方建立至亲4年来第一次
手机视频交流。

詹娘舍，藏语意为“鹰飞不
过去的地方”，设立在此处的詹
娘舍哨所，是西藏军区的一个
边防哨所，位于喜马拉雅山脉
的雪山峭壁之上。因独兀山
尖、云遮雾绕，边防官兵亲切地
称其为“云中哨所”。就是这样
一个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
却仍有人在时刻惦念着驻守在
这里的边防官兵，自2015年初
起，每隔一段时间，便有大大小

小的包裹从河南漯河寄到这
里，寄件人的名字只有简单的
两个字——李丹。

《她是谁？让4600米哨所
的官兵找了 1000 多个日夜》
《李丹，请你给我站出来！因
为，今天，三军将士要向你敬
礼！》……前日和昨日，一个个
关于詹娘舍哨所官兵为漯河市
民李丹唱歌的文图视频，突然
火爆各大媒体和网站，众多网
友纷纷转发点赞。

“愿善良的你们，一切安
好。”“国泰民安背后的英雄！
谢谢你们！”“边防军人，你们辛
苦了！”……记者在各大网站、
微博、贴吧等网络平台浏览时
看到，数以万计的网友正在热
议此事，也有人留言慨叹：“愿
善良的人，总能被这个世界温
柔以待！”

>>不想让边防官兵知其身份 她特意留下错误地址

李丹是谁？她为何会一直
给詹娘舍哨所边防官兵寄包
裹？昨日下午，大河报经过多方
打听，辗转联系到了当事人李
丹，听她亲口讲述自己与詹娘
舍哨所边防官兵的故事。

记者了解到，李丹是漯河
市马路街办事处建设路社区的
一位工作人员，主要从事物业
管理方面的工作。

“2013 年，有天晚上我失
眠，就起床浏览新闻，无意中看
到查果拉哨所的一位战士在风
雪中站岗的照片。”李丹说，照
片中边防战士帽子上、大衣上、
口罩上都覆盖着厚厚的冰碴和
雪花，像一座丰碑矗立着，特别
伟岸。2013年起，她就开始给查
果拉哨所的战士们寄送包裹。

“从那以后，我也就格外留
心西藏边防哨所的相关报道。”
2015年，李丹又从新闻报道中
关注到詹娘舍哨所。

由于詹娘舍哨所四周全是
85度坡度的悬崖峭壁，哨所是
在半空中用钢筋水泥撑起的高
脚屋上，四周围着一圈起保护
作用的铁栅栏。“哨所风大，官
兵站岗只能腰拴背包绳，防止
被狂风卷下山崖。”李丹说，战
士们顶着风雪站岗的报道触动
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2015年 8月 2日，建军节
的第二天，李丹从河南漯河向
詹娘舍哨所寄出了第一个爱心

包裹。收件人写的是西藏，亚
东，詹娘舍哨所，寄件人写着
——“李丹”。

由于不想让边防官兵知道
自己的身份，李丹在寄包裹时，
特意留下了一个错误的地址，
但由于邮局的相关规定，她必
须留下自己的名字以及电话号
码。“10多天以后，我忽然接到
一个从西藏打来的电话，对方
说我寄送的包裹已经收到了，
还问我为什么会给他们寄这些
东西，并且向我表示了感谢。”
李丹向记者回忆道，当她听到
寄的物品已经成功送到边防官
兵手中的消息时，感到既激动
又快乐。

就这样，自 2015 年开始，
每隔几个月，李丹都会向詹
娘舍哨所寄去一个包裹，基
本上每年都会寄去6个包裹，
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也不知
道他们缺什么东西，就自己想
他们在那个环境下需要什么，
然后上街买回来再寄过去。”
李丹说，从食品到生活用品，
她都会寄送过去，甚至还曾寄
过防晒霜和鞋垫。“因为我在
网上看图片时，他们都被晒得
黑黑的，所以寄去了防晒霜，
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边防哨所的战士换了一批
又一批，“丹姐”的包裹却从未
间断过。

>>“小年”的一次视频通话 无意中揭开她的“秘密”

4年间，每次包裹寄到西藏
后，李丹都会向詹娘舍的边防
官兵打去电话，告诉他们东西
寄到了，等他们下山时就可以
取走。由于通信条件和边防规
则，打通一次电话都很不容易，
李丹常常拨打多次也无人接
听，因此双方也一直没有见过
面。

但因为一次视频通话，李
丹坚守了4年的小秘密被“揭
开”了。2月 8日晚是“小年”
夜，当晚9点钟左右，李丹的微
信上忽然有人添加好友，她通
过后对方却直接发起了视频通
话邀请，没有多想的李丹点开
了视频通话，等待她的却是一
个天大的惊喜。

“接通视频后，我发现对方
竟然是詹娘舍的边防官兵，随
即我就想到1月 24日刚刚寄
过去一个包裹，但物流信息显
示一直没有人取走，还想问他
们是咋回事呢。”李丹说，她还
没来得及问，边防官兵就率先
向她问好，同时表示想演唱一
首歌曲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
情。

“参军前的那晚上，兴奋又
紧张……”一阵嘹亮歌声从手
机中传了出来，几位边防官兵
围坐一团，为她演唱了歌曲《当

兵前的那晚上》，这让她激动得
流泪不已。

“这是我们第一次视频通
话，当时一下就蒙了，只能一个
劲地傻笑，向他们挥手致意。”
李丹向记者回忆，演唱结束后，
几位边防官兵一一向她打招
呼，并送上了新春的祝福。虽
然双方仅仅视频通话了两分多
钟，但李丹的心里却已经乐开
了花。

这通视频，哨所的战士们
也终于见到了“只见包裹不见
人”的丹姐，为了感谢她带来的
温暖和感动，他们弹着吉他为
她唱了一首《当兵前的那晚
上》。

回味起视频通话，李丹还
是格外兴奋，不过她也有个小
遗憾：李丹是穿着棉睡衣和战
士们视频，早知道他们要唱歌，
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啦！

其实，这次视频见面背后
还有一个小故事。2月初，新华
社记者到詹娘舍哨所采访，偶
然了解到战士们都在盼望“丹
姐”的包裹。

“一天晚上，一位战士兴奋
地跟大家说，‘丹姐’的包裹这
两天就到了！”新华社记者琚
振华告诉大河报记者，没想到
他追问的一句“丹姐是谁”引

出了一个如此感人的故事，所
以才有了这次独特的“视频”见
面。

琚振华告诉记者，视频的
时候没有哽咽、没有流泪、没有

“情感大爆发”，战士们轮流微
笑着把祝福说完。但其实，为
了选择一首合适的歌，战士们
整整讨论了半个小时。其实，
战士们也在掩饰内心的激动，
来自西藏那曲20岁的次仁桑
珠平时最为羞涩，这次却兴奋
地打起节奏，19岁的陈斌眼神
一直游离于摄像头之外，他一
直猜测李丹是一个妈妈级的
人物，理由是自己想买的东
西，都能在李丹的包裹中找
到。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2017年12月，詹华腿上的皮脂
腺囊肿手术刚拆完线，意外收
到李丹针对手术康复的滋补
品。可能是因为李丹看了新
闻，知道詹华做了手术。因为
手术不大，所以詹华谁也没告
诉，但因为手术在4655米的詹
娘舍实施，刷新了外科手术海
拔纪录，所以被媒体报道了。
李丹一直在默默关注着詹娘舍
的战士们。

>>查果拉哨所海拔5318米 她从2013年寄包裹至今

然而，视频里战士们的一
张张笑脸，不仅带给了李丹幸
福和感动，还让她格外心疼。
驻守在詹娘舍的战士很多都是
年轻的90后，他们的面孔却写
满沧桑。“能感觉到，他们肩上
的担子很重，他们守着一份责
任和担当。”李丹说，这些90后
的战士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
身而出，在祖国最艰苦的地方
驻守边疆，他们真是太伟大了。

李丹给边防战士寄送包裹
的事情，其实连她父母和朋友
都不知道。“李丹的嘴可真严
实，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
间，竟然谁都不知道！还是上
午才从新闻中得知这件事的。”
昨日下午，向记者提起李丹为
边防官兵寄送包裹的事情，建
设路居委会书记林霞也是惊讶
不已，此事传开后，同事们都炸
开了锅，纷纷为李丹点赞。

“在我们的‘逼问’下，
李丹告诉我们，她不光为詹娘
舍哨所寄包裹，早些年就曾为
西藏的查果拉哨所寄过包
裹。”李丹的同事胡建文告诉
记者，平日里李丹为人老实，
有啥工作都抢着干，同事们都
没想到她还默默做出如此令人
感动的事情。

建设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告诉大河报记者，这两天经过

“审讯”，才知道自2013年起，
李丹为西藏的查果拉哨所寄包
裹，一直坚持至今。大河报记
者通过查询得知，位于中印边
境的查果拉哨所是全军最高、
最艰苦的边关哨所之一，海拔
5318米。这里高寒缺氧，含氧
气量只有内地的35%，年平均
气温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被
称为“生命禁区”。

“以前大家都不知道此事，

如今我们知道后，决定一起来
帮助李丹，将这件温暖人心的
义举进行下去。”林霞对记者
说，大家伙已经在商量下次要
为边防官兵寄些什么物品了，
到时候他们会联手送上一个大
包裹，以感谢边防官兵的默默
付出。

马路街办事处党委书记张
永杰告诉记者，李丹工作上一
直勤勤恳恳多次获得表彰。“她
是个不事张扬的人，但没想到
为边防哨所做好事这么多年，
竟然‘保密工作’做得这么
好”。漯河市源汇区委、区政府
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区历
来重视“双拥共建”工作，今后
将以李丹拥军的事迹为契机，
更加关心支持我们的三军将士
和国防建设！

（新华社记者琚振华对本
文亦有贡献，在此表示感谢。）

▲李丹披着边防战士给她寄
来的藏式围巾十分开心

李丹通过视频与边防战士
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