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中国维和士兵在非洲马里的战地纪实

帝都没有钢丝绳

刚吃过早饭， 我就和外事副

队长苏世顺、 后勤官卢志新带着

几名战士奔赴工兵分队车场，准

备将警卫分队的 20 多个集装箱

转移回我们营区内。 工兵分队在

任务繁重的情况下腾出一辆吊车

全时保障警卫分队， 如果顺利的

话这个任务需要两天时间。

到达车场后， 我发现小商贩

穆斯塔法也在， 他做我们的中间

人 ， 帮忙租了一辆德国生产的

MAN 牌卡车 。 这辆卡车诞生于

1973 年 ， 后视镜已经掉在车门

上，没有车灯，车顶棚的铁皮锈得

到处是窟窿， 右前轮轮胎上有一

周深深的闭合裂痕， 似乎随时都

会爆掉。 穆斯塔法说：“它是四驱

的，力量很大，所以租金也是很贵

的，每天 12 万西法，你们负责无

限量加油。 ”12 万西法折算下来

就是人民币 1500 元， 好贵啊，但

没办法，供求失衡。这辆车虽然像

头年迈的老黄牛，破旧不堪，但我

敢保证全加奥不超过 3 辆。

8 时左右工兵分队的吊车开

到， 吊车手说刚才检查钢丝绳吊

缆， 发现它已损坏， 不敢继续使

用了，需要再配一套。运送集装箱

的卡车已经到位， 耽误时间就是

浪费金钱。 我和苏副队长立刻想

办法借， 借了一圈只在医疗分队

借到一根钢丝绳， 可吊装集装箱

至少还需要 3 根。无奈之下，我们

又想到了穆斯塔法， 这个商业小

灵通或许可以想到办法。 他打了

一圈电话，得出结论：整个加奥都

没有吊车，更没有吊缆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整个人都

感觉迷茫了， 偌大一个加奥市，

500 年前是堂堂的桑海帝国首

都，怎么连根钢丝吊缆都搞不到。

桑海帝国虽然在摩洛哥军队的入

侵下早已瓦解， 但当年的辉煌可

谓盛极一时。 15 世纪，这个小国

沿尼日尔河大力扩张， 为萨赫勒

地区最后一个黑人土著大帝国。

最盛时期，它西至大西洋，东至豪

萨人区域，北至摩洛哥南境。加奥

不仅是桑海帝国的首都， 还是它

的商业中心， 是整个西北非地区

的一颗明珠，可如今却落魄如此。

一根钢丝绳难倒一群英雄汉，

但凡能用人力解决的问题，我们肯

定会拼了力气，但我们面对的是平

均 10 吨重的集装箱，没有机械是

不可能移动的。 加奥市没有，我们

自己的不是正在使用就是损坏待

修，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求助了，

那就是维和部队驻马里团司令

部。我和苏副队长徒步来到战区司

令部， 直接走进地区行政官的帐

篷，开门见山地说：I need your help

（我需要你帮忙）。 地区行政官了

解了我们的困难， 立即开始找那

个曾和我们打过交道的运输队负

责人，让他查看是否有吊缆。

由于工兵分队的吊车只有一

台，而且还有繁重的施工任务，为

了长远考虑， 我们再次提出战区

司令部的那台吊车可否借中国维

和部队使用。得到的答复是：没问

题，但是需要申请，接到申请后，

维和部队驻马里团会派人从巴马

科赶来，审查资质，并对操作手进

行培训和考核， 通过之后……跟

上一次申请时得到的答复一样，

就当我们没说吧。 这个过程少说

也需要一两个月， 到那时我们的

大项工程早已完毕， 根本就不需

要吊车了。

幸好运输队负责人顺利找到

了吊缆，不同样式共十余根，每根

都非常坚固。 运输队负责人指了

一下最粗的那根说：“这是可以吊

载 50 吨重的。”我们如获至宝，通

过对讲机呼叫人手， 拉走这寻找

了一上午的宝物。 中午我们没有

休息，一直干到 16 点，一共运回

了 10 个集装箱。

吃完晚饭， 我拖着疲惫的身

体倒在床上。来马里一个月了，每

天都有干不完的工作，体力的、脑

力的都要干，真的好疲惫啊！子夜

1 点我还要巡逻。 加奥市中心的

一个扩音器不时地传出类似 DJ

角色的渲染声、鼓动声，据说，那

是加奥一家舞厅发出的声音。 这

种前卫的娱乐现象， 与这战乱危

险的环境极不相称， 但想想非洲

朋友们天性乐观，又不觉得意外。

难以理解的生意经

“胡萝卜怎么卖？ ”见到一个

妇女顶着一盆胡萝卜， 法语翻译

刘季秋问她。 “100 西法。 ”她答

道。 “一斤？ ”刘翻译问。 “不，是一

个。”好吧，小商贩连秤都没有，只

能按个卖了。 “这胡萝卜还不错，

给我来两个吧。 ”刘翻译说。 那妇

女笑呵呵地指了指头上的盆，说：

“自己拿吧。”刘翻译踮着脚，在那

妇女的头上扒拉来扒拉去， 挑了

两个，点了 200 西法给那妇女。

“不，是 250西法。 ”那妇女说。

“1个 100西法，2个不是 200西法

吗？ 多买应该便宜才对，怎么还贵

了呢？ ”刘翻译疑惑不解地反问。 “1

个是 100西法，但 2个就得 250西

法，没错的。 ”那妇女反驳。奇怪了，

我站在一旁也觉得诧异，怎么这么

做生意啊！ 难道她不会算术？

由于贫穷落后， 马里文盲占

人口的 72.8%。 记得有一次买可

乐 ， 一箱 2250 西法 ， 给老板

10000 西法， 结果他分三次共找

给我们 9500 西法。 天哪，他只收

了 500 西法 。 我们跟他说找错

了，他还很生气。 我们再三解释，

他反复算了好几遍才终于明白过

来。类似的事情经常出现，平均每

10 次购物就会遇到 1 次。 在马里

买东西太费神经和智商了。

可今天的状况也太不可思议

了，应该不是算错了吧。 “现在是

凉季，胡萝卜很少，我的地里就这

些了， 你都买了， 别人就吃不到

了，所以买两个贵。 ”那妇女解释

道。 我和刘翻译愣住了， 从小到

大， 我真是从未见识过这样的商

业逻辑， 带着仁慈和关怀的商业

逻辑。突然间，我对这个笑眯眯的

中年妇女顿生敬意，她穿着朴素，

面有善容，很干净很淡定。仔细一

想，在蔬菜极度匮乏的沙漠地区，

这样的逻辑也是符合实情的。

马里华人很自豪

3 月 19 日, 张指挥长从巴马

科开会回来， 带回几位在马里做

生意的同胞。一位姓李，他的公司

原本是做医药进出口生意的，后

来随着市场的拓展， 他们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 将国内先进的生产

线引入马里， 成立了一个工业制

药合资公司， 中非发展合作基金

占了一定的股份。现在，他的生意

涵盖了布基纳法索、 马里等西非

法语系国家， 生产常用的主流药

品，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福音。

一位姓关， 在马里生活工作

了十几年， 先后开过金矿和蚊香

厂，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有

一位姓陆，开金矿的。维和部队驻

马里团副参谋长隋宁也跟着一起

来了。看到同胞来到马里，尤其是

中国军人驻扎马里， 他们将马里

各行各业的几十位华人代表召集

起来，欢迎中国维和部队指挥长，

欢迎中国军人。

目前， 在马里的华人主要聚

集在首都巴马科，有两三千人。他

们分布在各行各业，有做老师的，

有搞建筑的，有开矿的，有开酒吧

宾馆的，还有做日用品、服装鞋帽

等快消生意的。 他们经营的产品

大多是从中国经海运到阿比让港

口，而后转陆路运输到马里。如此

长途运输使很多产品的运费比生

产成本还高，比如一瓶“老干妈”

在这里要卖到 2000 多西法，折合

人民币 25 块钱左右，不太好的茶

叶粉末在这里都很受欢迎。

这些华人靠着自己勤劳的双

手、过人的智慧，在环境恶劣的遥

远国度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地。 听李经理讲，在异国他乡打拼

很不容易，需要克服很多在国内想

不到的困难，除了依靠华人团体抱

团取暖，一些棘手问题还需要中国

大使馆这个靠山出面解决。中国军

队来了，他们又多了一个主心骨。

其实在马里， 一般情况下我

们并不能为华人做些什么实质性

的事情， 因为我们属于联合国框

架下的维和部队， 指挥权暂时归

联合国秘书长， 并且要遵守维和

中立原则， 不能擅自干预他国内

政， 只能在规定的防区内按照规

定的程序完成规定的任务。 比如

巴马科丽笙酒店遭袭，“中铁建”3

名中国员工遇难，但因距离太远，

受联合国法规约束， 我们没法出

兵干预， 只能依靠马里的武装力

量。但有军事存在，华人们就有一

种安全感和自豪感， 这是任何机

构和个人都无法给予的。况且，一

旦马里安全形势彻底崩溃， 我们

能做的其实很多！

出了候机厅， 当看到中国军

队的步战车和猛士指挥车， 他们

就忙不迭地开始跟装备合影。 从

他们的表情中，我看出了惊喜、自

豪、骄傲……“这是国产的吗？ ”

“这个步战车真有样！ ”随后他们

指了指远处法军的小型步战车，

说：“和咱的一比，那个就是玩具。”

感觉来自于对比，这一对比，我相

信他们心中会升起浓浓的民族自

豪感。 说实话，近些年国产武器装

备发展进步还是很大的， 很多装

备是拿得出手、摆得上台面的。

同胞们很关心维和官兵 ，听

说我们吃不到猪肉， 新鲜蔬菜即

便购买种类也很少。 他们就特意

从巴马科买了一头猪， 切成肉块

冻实了，放进箱子里随机运来，还

买了些韭菜、豆角、白菜等我们平

时吃不到的新鲜蔬菜。关先生说，

巴马科的猪都比较小， 他挑了好

几家养猪场才挑到一头最大的，

有 80 公斤。 军民鱼水情深，在异

域他乡更显珍贵。

我开玩笑说：“这里可不像巴

马科那样安全，就在昨天，有 3 个

平民被恐怖分子用手雷炸死了。 ”

“没事儿，有咱的部队在，就有根据

地，还怕啥。 ”关先生说。 这位华人

的感慨是发自内心的，也是饱受马

里战乱之苦后的深刻感悟。 2012

年 3 月马里政变， 在巴马科发生

了多起打砸抢烧事件，中资机构、

华侨华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华人酒吧遭到政变军人砸抢，中

国在马里的部分援建项目停工。

为了应对局势， 包括中国援马医

疗队 31 名队员在内的华人都按

照大使馆要求， 做好粮食和饮用

水储备。 关先生回忆道：“那时，我

们华人紧紧抱成一团， 相互照应

和保护，但还是有些害怕。 要是有

中国军队在，我们就不必害怕了 。 ”

中
国
维
和
士
兵
向
马
里
当
地
妇
女
买
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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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在膛上》是一个中国维

和士兵的战地纪实，脱胎于作者

在非洲马里维和过程中所写的

20多万字的日记。

该书讲述了中国首批赴马

里维和部队组建筹备、 防卫部

署、正式任务、恐怖袭击、民情社

情、官兵故事、外事活动和突发

事件等维和行动的各个方面，详

细记述了西非风情、 马里内乱、

维和行动、外军印象以及中国军

人的表现等内容，生动呈现了中

国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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