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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2月，他在陕西宜川县瓦子街
参加革命，开启了自己的英雄之旅。

壶梯山战斗、永丰城战斗中，他任突击
组长，先后炸掉敌人三个碉堡，立下赫赫
战功。

1955 年 1月，他退役转业，告别军营，
扎根湖北来凤县，锁住荣誉，尘封战功，为
当地发展和群众过上好日子不懈奋斗。

1985 年 1月，他站完最后一班岗，离
休。人离休了，思想却不离休，他坚持学习，
三十多年如一日。

无论何时、何地、何境，他都把组织的要
求摆在第一位。作为一名有着 71 年党龄的
老党员，他精神上追求卓越，物质上毫无所
求。他，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

从革命战场到人生战场不

改本色

1924年 12月，张富清出生于陕西汉中
洋县马畅镇双庙村一个贫农家庭。兵荒马乱
的年月，他在家种过地，给地主当过长工，没
有上过一天学。1945 年下半年，家中唯一的
壮劳力二哥被国民党抓壮丁，为了一家人维
持生计，他用自己将二哥换了出来。

宜川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 90师在
瓦子街落入我军伏击圈被歼，作为该师杂
役的张富清，选择参加革命，成为王震所领
导的英雄部队—— 359 旅 718 团的一名
“人民子弟兵”。

1948 年 7月，壶梯山战斗打响。这是
1948年 9月我军转入战略决战前，西北野战
军为牵制胡宗南部队而发起的澄合战役中
的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张富清
荣立师一等功，被授予师“战斗英雄”称号。

1948 年 11 月，永丰城战斗打响。此
时，我军已转入战略决战，西北野战军配合
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作战。在永丰城战
斗中，张富清带着 2 个炸药包、1支步枪、1

支冲锋枪和 16 个手榴弹，攀上寨墙，炸掉
了敌人两个碉堡，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独
自坚守阵地到天明，数次打退敌人反扑。他
因此荣立军一等功，被授予军甲等“战斗英
雄”称号，并被西北野战军加授特等功。

一次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二等
功，两次“战斗英雄”称号，这就是张富清在
战场上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

1953 年 3月至 1954 年 12月，张富清
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
学学习。1955 年 1月退役转业时，张富清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湖北最偏远的来凤县
工作。他带着爱人孙玉兰扎根来凤县，一口
皮箱，锁住了他在战场上获得的全部荣誉。

每一个岗位都担当作为竭

尽所能

到来凤县后，张富清先后任城关粮油
所主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建行来凤支

行副行长等职务。每一个岗位，他都脚踏实
地，竭尽所能，担当奉献。

为了带头示范，他让爱人孙玉兰从自
己分管的三胡区供销社下岗，让大儿子张
建国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面对工作中的困难，他不躲不绕，想
方设法，克服解决。刚开始进驻生产大队
时，群众不买账、不认可。为了让群众接
受自己，他住进最穷的社员家，白天与社
员一起干重体力活儿，晚上开完会后，帮
社员挑水扫地。

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进
驻卯洞公社高洞管理区，群众反映出行
难、吃水难后，他带着社员四处寻找水源，
50 多岁的年纪腰系长绳，下到天坑底部找
水。他带着社员修路，与社员一起在绝壁
上抡大锤打炮眼。

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期间，他推动水
电站建设，让土苗山村进入“电力时代”。

1961 年至 1964 年期间，张富清主导

修建了三胡区老狮子桥水电站，供附近的
两个生产队照明。这是三胡区历史上第一
座水电站。“从一个区来讲，能够照上电灯
是祖祖辈辈多少年来都没有的事，电灯更
明亮，比照桐油灯好多少倍呀！”讲起这件
事，张富清高兴地说。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心中无我，
付此一生。这就是战斗英雄张富清，在工作
岗位上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

深藏功名 60 余载连家人

都不知情

1985 年 1 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班
岗，从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

离休后，张富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住老房子、穿老衣服、用老家具、过老生活。

虽然离休了，但他未有一丝懈怠，时
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卧室的书桌上，摆
着成堆的学习资料。书桌右侧的抽屉里，
放着他的药——享受公费医疗政策的
他，为了防止家人“违规”用自己的药，不
惜锁住了抽屉。

2012 年，张富清因病左腿截肢。为了
不影响子女“为党和人民工作”，88 岁的他
装上假肢顽强站了起来。

60 多年里，张富清将赫赫战功深埋
心底，从不提起，他的老伴儿和儿女都不
知情。2018 年底，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
登记，张富清隐藏半个多世纪的战功才得
以发现。

讲起登记的初衷，张富清说：“我起初
不想把这些奖章和证书拿出来，但考虑到
如果不拿出来，那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
党的行为……”

战斗英雄的事迹披露后，诸多光环加
身，他依然是老样子，一切都没有变，还是
那个坚守初心，保持本色的张富清。

“我要在有生之年，坚决听党的话，党
指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党叫我做啥，我
就做啥。”张富清说。

(记者谭元斌)
新华社武汉 9 月 21 日电

张富清：紧跟党走，做党的好战士

新华社合肥 9 月 21 日电（记者周畅）
清晨 5点，93 岁的张亮友牵着老伴的手走
出家门，到公园步道上迎接新一天的阳光。
这样的习惯，他已坚持多年。

从颠沛流离的“逃荒童工”到翻身当家
做主人的“工人老大哥”，从中国马拉松“拓
荒者”到北京奥运会“火炬手”，从年少的居
无定所到现在的四世同堂……回顾一生，
经历巨变，张亮友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曾经
的苦痛，让他更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从“逃荒矿工”到“马拉松拓荒者”

张亮友是山东枣庄人，出生于 1927
年，对于童年，他只记得：“那时候真穷啊，
太饿了，就想吃口饱饭。”

12 岁时，张亮友逃荒到安徽淮南，成
了一名矿上“童工”。“动不动就挨打，手脚
慢一点就要被打，每天不挨两棍子都不
行。”那时的张亮友从来不敢想，以后的生
活会是什么样。

1949 年 10月 1 日，那一天，张亮友下
了早班就和工人们聚在一起听广播。一个
班次的上百名矿工，因为一句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了”而高兴、激动。

“翻身当家做主人成了‘工人老大
哥’！”张亮友说起那天的心情，不断重复着
“高兴”两个字。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

强人民体质”，张亮友响应号召，每天跑步上
下班。1952 年，张亮友参加了淮南煤矿职工
运动会，在 1万米的赛场上落后所有选手，
但还是坚持跑完了比赛，获颁精神鼓励奖。

此后，张亮友更加坚定地练习跑步。
1955 年，他获得了安徽省的 1万米长跑冠
军，同年在上海全民运动会 1 万米长跑比
赛中获得金牌。

获得金牌后，张亮友被同行者“拖去了”
上海新华书店，让营业员给他拿了本“讲跑
步最长的书”。于是，一本马拉松的书便到了
张亮友手中，意外开启了他的马拉松之旅，
也让他成为中国马拉松的“拓荒者”。

一念执着 不断奔跑

“我没上过学不识字，就找人读给我
听，按照书上说的，不断增加跑步距离。”张
亮友按照书中所说的马拉松距离，自测了
成绩，觉得能达到“世界前列”，便给当时的
国家体委写信，建议在中国举办马拉松赛。

随后，有体育官员到淮南找到了张亮
友，“我还有点害怕，生怕自己跑的距离不
够，结果他们测量完发现我还多跑了 300
米。”张亮友笑了起来。

1957 年，张亮友参加了在合肥市肥东
县举办的安徽省马拉松赛并获得冠军。后
来，在由全国田径理论研究会组织编写的

《中国田径运动百年》中，是这样描述：“合

肥举行安徽省马拉松测验，张亮友跑出 2：
52：34 . 6 的成绩。”这也是中国早期有记
载的马拉松成绩之一。

跑，成了张亮友之后人生的关键词。
1984 年，张亮友代表中国参加了在美

国洛杉矶举行的第 17届世界老年锦标赛，
并获得团体第三名，“中国人也能在国际比
赛上拿牌！”张亮友说到这里十分得意。

1990 年，第 11届亚运会在中国北京
举行，张亮友担任火炬手，跑了三四十公
里，把火炬从淮南传到了蚌埠。

2008 年，中国首次举办奥运会，81 岁
的张亮友，经过一个月的考试、测验，取得
了作为奥运会火炬手的资格。当火炬手前
一晚，张亮友兴奋到半夜都睡不着，第二天
早晨 7点半集合，“我 5点就起来把衣服穿
好，系好鞋带，早早去等着。”张亮友说，他
觉得自己那一天无比骄傲。

随着中国马拉松赛事日益发展，张亮
友因参赛或被邀请，在厦门、上海、郑州等
全国多个城市留下了足迹。而全民健身，也
成为中国人的共识。

从“一人茅草屋”到“四世同堂乐”

张亮友不仅一直“跑”到了今天，还带
动老伴尚殿娥和他一起跑。每个不下雨的
清晨，张亮友都会和老伴尚殿娥一起走出
家门开始晨练。

曾经由于身体不好才开始锻炼的尚殿
娥，渐渐爱上了跑步，并参加了女子长跑比
赛和马拉松比赛。退休后，他们喜欢到各地
去参加马拉松比赛和活动。“退休金都用来
买车票了，但只要站在赛场上，就有劲、就
高兴。”尚殿娥说。

2014年的郑开国际马拉松赛，是张亮友
和尚殿娥的马拉松告别赛，他们在这里完成
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全马。主办方根据情况，
让他们从早上 5点提前开始跑。7小时 57分
03秒，是张亮友最后一场马拉松的成绩。

一路“跑”来，张亮友从跑步爱好者，成
为奥运火炬手；从“马拉松拓荒者”，变成“马
拉松热”的见证者；从孤身一人，到现在四世
同堂儿孙绕膝；从一间十平方米的平房，到住
上了孩子给他买的 120多平方米的楼房……

张亮友坦言，70 年前的自己从未想过
现在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

“以前在美国比赛时，看到小汽车特别
激动，现在看看中国的路上，到处都是小汽
车；以前没几个人买得起手表，现在手机已
经普及；以前不少人都是文盲，现在有的家
庭能出好几个大学生，我的重孙女还是从
英国留学回国工作……”张亮友一口气说
出了好多变化。

“这 70 年，真的不敢想，变化太大了！”
一生执着于跑步的张亮友，觉得自己是幸
运的，在国家发展的“快车道”上跑出了属
于自己的幸福路。

从“逃荒矿工”到“马拉松拓荒者”
一位 93 岁老人的幸福人生

从北京到新疆，“拼”写他的奋斗人生
记清华援疆教师周远翔

在北京连开两天的研讨会，再用一天和
学生们谈课题的情况，然后马上返回新疆大
学继续挂职生活……在北京和新疆间来回
奔波，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
系教授周远翔参与援疆两年来的生活。做
科研、促改革、改观念……这位生于福建的
电气工程领域专家，正在用“爱拼才会赢”的
劲头在祖国西北书写他的奋斗人生。

20世纪 80 年代，来自福建莆田农村
的周远翔到清华大学上学后，发现自己连
普通话都讲不好，上课很受影响。后来，他
硬是“自己拼命学”，学好了普通话，学好专
业课，一步步追上了别人的脚步，也靠着一
路“拼命学”，他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并于
2000 年回到清华任教。

周远翔长期在高电压与绝缘技术、实
验技术、电介质和电工新技术等领域深耕，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北京市教学成
果一等奖等奖项。2017 年 9月，他被选派
到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任院长，为期 3
年，从此开启了一段不同以往的援疆生涯。

大量地阅读新疆大学的教学科研资料
后，周远翔发现了一个问题：学院对科研任
务的重视不足。“原来老师在外面的科研活
动都被划归为‘搞私活’，这对老师的积极性
是个不小的打击。”周远翔解释，高校要教
学，但科研也是高校发展的原动力之一。“电
气工程学院是工科，要和社会、国家及行业
的需求紧密结合，否则就等于闭门造车。”

周远翔回忆，开始很多人对他的想法
不理解，甚至还质疑他存在私心。

但周远翔清楚，他到新疆的目的就是
去改变当地科研现状，传递前沿的科研理
念。于是，他选择在全校开会时直接提出
这个问题：“我很少考虑会不会得罪人。”最
终，他的坚持获得学校的重视与回应。

最开始提出不同民族学生同班教学
时，也遭到了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两个班
基础完全不一样，不分班怎么上？但我也

是农村来的，如果当时清华大学‘照顾’了
我，可能我的普通话到现在还说不利索。”
周远翔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平等对待每一
位同学才是对学生最负责任的做法，“既然
来上学，就努力跟上。”今年，他坚持了两年
的“同上一堂课”提议开始在新生中推行。

两年多来，从调整研究生课程设置，到
提议实施汉族和少数民族不再分班教学、
“同上一堂课”，周远翔在新疆大学电气工
程学院完成了一项项教学改革。

拼搏的劲儿是会“传染”的。申报课题、
积极与社会业界接触、科研教学两手抓……
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师生们受到周远
翔的激励和感染，也开始“拼”起来了。

“现在无论老师还是学生的拼劲都很
足。周老师还会带我们去与清华大学联合
组建的教育教学基地做研究，让我们的想
法得以在先进的科研平台上得到实现和调
整。”新疆大学博士生姜贵敏去年成功申请
了“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这给了
同学们很大的信心。

爱拼就会赢：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成功获批“电气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并
在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中获评 C+；往年学
院仅有两三人申请的“自治区研究生科研
创新项目”，2018 年申请人数量增至 20 多
个；随着周远翔亲自带着学院师生去当地
企业交流，师生们不断了解当下行业需求
的同时，学院的知名度也逐渐在当地打开；
他还依托清华大学学科平台，积极筹办新
疆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周远翔一家四口分处四地，母亲有时
会埋怨他：“你老跑那么远干吗？”但他想得
更多的，却是在仅剩一年的挂职时间里，还
能多做些什么。周远翔说，教育的改革是
一项长期任务，他希望再尽力多做几件事
儿，让学院变得更好。

师从周远翔的清华大学博士后张云霄
将导师的言行都看在眼里，也为老师的拼
搏和付出所感动。他认为，导师对自己有
着很大的影响。“我马上也要出站教书了，
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和周老师一样的老师。”

(记者樊攀、宋美黎)
新华社北京电

群山间，他们是峭拔的高峰；惊涛里，他们
是巍然的砥柱。危难中，他们撑起一方天地；水
火中，他们守护一方安宁。最艰险的时刻，他们
冲锋在前；最偏远的角落，他们默默守护……

新中国 70 年发展史，也是一部人民军队
的英雄史。绿色方阵中，灿若星辰的英模名录
凝缩成民族的刀锋，撑起时代的脊梁，更极大
丰富着一个国家的心灵史与精神史——

他们的形象，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
里；他们的精神，高高飘扬在共和国的旗帜上！

一个个气壮山河的名字，铺就

国家的精神底色

松枝掩映的石壁上，镌刻着一个个鲜红的
名字：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王万成……

这是朝鲜五圣山。两个小小高地，在中国
人民心里，有一个更加刻骨铭心的名字：上甘
岭。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役，使这里成为整
个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分水岭”。中华民族失
落百年的尊严，在血与火中重新站了起来。

“指导员把他抱起来，他前面被打得密密
麻麻的，肉都是黢黑的，后背却没有多少血，血
都在爬的路上流干了……”黄继光的战友万福
来曾这样回忆。

这是黄继光入伍后的第一次冲锋——他
的第一次冲锋，就跃上了人生的壮丽高峰！

“烈火在他身上烧了三十多分钟……他确实
是一动不动。就是看着他那个手，往泥巴里面抠，
往下面抓……”邱少云的排长曾纪有曾这样回忆。

硝烟散去，战友们看到，邱少云身上唯一没有
烧焦的，是那双深深插进泥土里的手，仿佛伸向大地的问号与惊叹号：世界
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士兵？！

“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
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第 15军的

《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曾这样记载。
而在整个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涌现出 6100 多个英雄

集体，30余万英雄模范和功臣，平均每 8名官兵中就有 1名英模或功臣。
曾任朝鲜战场美军指挥官的克拉克在回忆录里，将中国军队的精

神，称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这样的精神，就是一个新生政权最强大的武装。一代又一代人民

子弟兵，就是用这样的精神，为新中国铺就了精神底色，在一切困难面
前挺起脊梁，一往无前。

无论面对的是怎样的对手。
——洪水袭来，他们勇立涛头。荆江大堤上，拔掉输液针管的李向群

再次扛起沙袋…… 20 岁的他，短暂的青春凝塑成一个永恒的士兵雕像。
——“非典”肆虐，他们挺胸当先。原武警总医院医师李晓红弥留

之际仍用歪斜的字迹分析病情…… 28 岁的她，将生命永远定格在这
场特殊战斗的一线。

——大地震颤，他们义无反顾。“伤员在下面，我们冒死也得下
去。”直升机在“死亡航线”一次次穿梭…… 51 岁的邱光华和他的 734
机组，永远地融入了川西北的青山之间。

哪里最危险，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九八抗洪、抗击
“非典”、抗震救灾……一次次生死考验，一次次危急关头，子弟兵护卫
着他的人民，护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在时代的洪流中劈波斩浪。

一个个炽热壮丽的身影，标注时代的精神高度

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世界东方，一名年轻的战士用质朴的话语，做

出了干脆的回答：“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没有气吞山河的壮举，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在火车上帮乘务员
扫地、倒水，在看病途中帮工人搬砖，在大雨中送怀抱小孩的老大娘回
家，省下津贴捐给更需要帮助的人……一件件细碎琐屑的小事，构成
了一个无比伟岸而温暖的身影。

面对这个多彩多姿的世界，这位战士也曾提出自己的疑问，而他
的问话，却是不需要回答的：“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
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
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
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向雷锋同志学习”——一名普通的战士，标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
高度。雷锋精神，照亮了一代代青年的人生道路，感染了千千万万追求
真善美的心灵。

70 年岁月里，每一次风起云涌，每一次潮起潮落，人民子弟兵中总
有一批又一批英雄模范，高擎理想信念的火炬，踏浪领先，照亮征途。

当歹徒侵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时，面对明晃晃的匕首，徐洪
刚站了出来。当满载旅客的列车飞驰而至，面对受惊的军马，欧阳海冲
了上去。霓虹灯下，“南京路上好八连”高扬艰苦奋斗、拒腐防变的旗
帜。“一切向钱看”的思潮泛起，史光柱的一曲《小草》，在一代青年心中
激发起堪比参天大树的能量……

1965 年 7月 14 日，某部工兵班长王杰奋不顾身扑向炸药包，掩
护了群众与战友的安全，生命定格在了永远的 23 岁。

54 年后的今天，在英雄的牺牲地，王杰路、王杰中学、王杰小学、
王杰派出所……一个个纪念英雄的地标，在苏北大地上熠熠闪耀。

王杰，以及以王杰为代表的千千万万军中英模，让无数人真切地
感知到：在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还有另外一种纯粹的活法；在金钱与声
色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幸福与满足。他们丰厚壮美的人生，就是“价
值”与“意义”的最好诠释。

一曲曲奉献进取的壮歌，汇聚圆梦征程的强大

精神能量

脸上戴着氧气罩、身上插着各种医疗管线，在人们的搀扶下迈向
病房中的办公桌—— 75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某基地研究员林
俊德，留给世间的最后姿态，仍是冲锋。

“热爱祖国，忠诚使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集力创新，勇攀高
峰”——林俊德身上闪耀的，是“马兰精神”。

熔铸这种精神的，有高级将领、有院士学者，而更多的，是普普通
通的战士。翻开厚厚的“马兰英雄谱”，“不畏艰险英雄营”“核辐射侦察
先锋连”“保障科研模范连”……一个个闪光的荣誉称号背后，蕴含着
怎样的艰辛与凶险，凝聚了多少牺牲与血汗。只有决心为祖国牺牲一
切、奉献一切的人，才会死神当前不计代价迎难而上，才会将数十年的
埋名大漠看成人生的幸福。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样的精神，激励着无数英
模先烈用青春乃至生命使中国真正实现了“站起来”的梦想。正是在他
们的精神烛照下，一代代华夏儿女不断汲取能量，在“富起来”“强起
来”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奉献为本色，牺牲是豪情。”“导弹司令”杨业功始终挺立军事变
革潮头，把全部的精力和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了为共和国锻造和平盾牌
的壮丽事业。

“我知道危险，但就是想来。”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张超放弃近在
眼前的提拔机会和稳定的工作生活，义无反顾选择舰载飞行。飞扬的
青春，永远汇入渤海湾的海风里……

历史的天空，亦是精神的天空。仰望苍穹，无数共和国军人的奉献
与拼搏，汇集成横贯夜空的星河，在深邃的天宇中绽放着不灭的光芒。

这光芒，辉映着亿万中华儿女的追梦之路，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征途。 (记者张汨汨)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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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清老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礼（7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爱国情 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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