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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第 78集团军某旅“春满连”
官兵代表辗转千余公里来到辽宁省大
连普兰店市城子坦镇，带着贫困助学金
和崭新文具，看望“春满小学”的学生。
校辅导员蒋勇说，真没有想到，部队去
年移防了，官兵却没改这“春天里的约
定”，仍然来看望资助学生，真是令人感
动。这个延续了几十年的温暖约定，源
于连队的老排长郑春满。

英雄离去，留下满城春色
在古城城子坦，碧流河穿城而过，

最终汇入黄海。涨潮时，这里流动的是
海水，退潮时就是河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水流充
沛，水势凶猛。1961年 4月 16日上午，
时任排长的郑春满和战士隋信途经碧
流河边。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呼救
声：“快救命啊，有人掉河里啦！”

郑春满和隋信循声赶到。郑春满
见势不好，连棉衣棉裤都没来得及脱，就
纵身跳进河里，奋力向落水的两个女孩
游去。由于水流湍急，他几经周折才将
漩涡中的一个女孩推到浅水处。因水
性不好，只能等待在浅水处的隋信连忙
拽住这个女孩。郑春满又转身向另一
个女孩游去，被河水浸透的棉衣变得异
常沉重，动作也开始变得迟缓，当他拼尽
气力将另一个女孩拉出漩涡拖到浅水
处后，自己却被一个浪头打进了漩涡。

湍 急 的 河 面 上 ，只 剩 下 一 顶 军
帽，鲜亮的“八一”军徽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当地群众和部队战士闻讯赶
来，经过 4个多小时的搜寻，找到他时，
他的生命已永远定格在了29岁。

英雄虽然离去，但却留下满城春
色。两名被救女孩叫宋金凤、宋丽芳，
为了缅怀英雄，她们分别改名为宋纪

春、宋纪满。当地政府把她们居住的街
道更名为“春满街”，她们就读的小学也
被命名为“春满小学”，开国将军李少元
还亲笔为郑春满题词。

1961年 8月 1日，当时的中共新金
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在城子坦吊桥河
畔，立起一座汉白玉石碑，碑上镌刻：

“郑春满烈士永垂不朽”，并为他修建烈
士陵园。郑春满的原籍辽宁省桓仁县
也把他的英雄事迹写入县志。

英魂忠骨，万世流芳。蒋勇老师介
绍，全校师生始终没有忘记英雄——每
年清明节，学校师生代表都到烈士墓前
扫墓；每年 4月 16日烈士牺牲的日子，
学校都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当年被救下的两姐妹如今已白发苍
苍，每年连队官兵都会去看望她们，今年，
副连长熊永超和连队官兵代表再次走进
了宋纪春老人的家里。在一台老式座钟
的上面，摆放着郑春满烈士的黑白照片。

宋纪春的女儿张丽说：“我们是听
着郑春满烈士的故事长大的。”年轻时，
张丽本打算参军入伍，却因种种原因没
有成行，但她却把郑春满这个名字深深
刻在心里。在工厂，她争当先进、乐于
助人。“做个好人、干好工作，把‘春满精
神’传下去，就是对烈士最好的祭奠。”
张丽对笔者说。

逝者如斯，浩气长存。碧流河水静
静地流淌，河上新建的吊桥被命名为

“春满桥”。57年过去了，在古城人民心
中，还清晰地留存着郑春满烈士带给这
座城市的温暖。当地居民自发创作的
山东快书《人民战士郑春满》、诗歌《郑
春满之歌》一直流传至今。

英雄不死，立起精神坐标
行走在城子坦街头，当笔者提起郑

春满，老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那是个
好小伙”，青年一代则流露出敬佩的神
情：“那可是我们从小学习的英雄。”

一位英雄就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坐
标，不仅能温暖人心，更能激励各行各
业的人奋勇拼搏。

2002年 9月，城子坦公安分局的姜
春胜、姜伟、曾祥君三位民警，面对持枪

歹徒，无所畏惧。姜伟在捉拿嫌犯时遭
枪击，身负重伤，姜春胜置个人生死于
度外，与歹徒奋勇搏斗，最终将嫌犯制
伏，并缴获手枪一支。当年，公安部授
予姜伟、姜春胜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
模范称号。

现任普兰店市沙包镇派出所所长
的姜伟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我们在
城子坦分局的时候，经常学习郑春满烈
士的光荣事迹，‘春满精神’涵养了一种
血性胆气，润物细无声，这种精神对我
们民警来说也是受益无穷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座城市，不
能没有自己的英雄。英雄倒下的地方，
定会燃起熊熊火炬。

“‘春满精神’激励自强，勤奋守纪
拼搏向上……”在“春满小学”，这首《城
子坦少年之歌》被定为校歌，是学生入
学学的第一首歌。学校还根据郑春满
烈士的英雄事迹编写了德育教材《春满
古城》。校领导说：“新生代学生从小生
长的环境更为复杂，良莠不齐的信息通
过互联网冲击着学生们的思想阵地。
尊崇英雄、学习英雄、热爱英雄要从娃
娃抓起。”

“春满小学”还专设了一座郑春满
烈士纪念室，这座纪念室的变迁值得人
们思考。

1996年 4月，为纪念郑春满烈士，
弘扬“春满精神”，学校采取师生捐一
点、上级拨一点、能人帮一点的方式，修
建了最初的纪念室。2002年、2011年，
学校和当地政府先后两次进行投资，使
之面貌一新。纪念室由简到精，折射了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进步。1988
年，该室被普兰店市确定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2007年，又被大连市确定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示范点”，如今，参
观纪念室的人也越来越多。作为东北
明珠，大连的 GDP在飞速增长，对英雄
的尊崇之情也在不断提升。

近年来，驻地政府始终把保障军人军
属合法权益放在突出位置，不断完善优待
安置政策，着力解决官兵实际困难。帮助
部队随军子女办理入学入托，妥善安置转
业干部，经常组织文艺团体到军营慰问演
出。同时，把拥军优属的宣传、教育纳入
爱国主义教育、全民国防教育规划，在社

会上形成浓厚的拥军氛围。
一位作家曾说，社会是建筑在英雄

崇拜这个基础上的。万物复苏始于春，
一位英雄带给一座古城的春天，也是这
座城市进步发展的精神源泉。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上，尊崇英雄是
华夏儿女的内心回响，更是砥砺前行的
不竭动力。

英雄传人，个个争当英雄
郑春满出生于旧社会，父母在他小

时候就离开了人世，他是在党的哺育
下，健康成长起来的。

在郑春满牺牲50年后，就在他曾经
战斗过的连队，又来了一名孤儿，名叫
张广奇。

连队得知他的情况后，不仅用“春
满基金”帮助他还清母亲治病时的欠
款，更在训练生活上给予他无微不至的
关怀。渐渐地，张广奇从悲痛的阴影中

走了出来，他发愤图强，用优秀的训练
成绩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回报连队的
真情关爱，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共青
团员”、集团军“十大先锋人物”、荣立二
等功1次、三等功1次。如今，张广奇已
经是一名军官了，当上了排长，他说他
会再接再厉，一定不会让老排长郑春满
失望。

英雄虽然远去，但英雄的后人依然
争当英雄。

走进连史馆，郑春满烈士的铜像熠
熠闪光。连史馆解说员介绍，每当新兵
下连、战士入党、老兵退伍等重要时刻，
连队就会在老排长的铜像前组织宣誓
活动。每次晚点名，当听到“郑春满”
时，全连官兵集体答到；官兵自发捐款
成立“春满基金”扶贫帮困，并定期到

“春满小学”和敬老院慰问……
“奉献为民，矢志打赢”是一代代

“春满官兵”不变的追求。翻开连史，一
连串军爱民的事迹闪耀夺目。

——1976年秋，参加大石桥淤泥河
会战，在半个多月的艰辛劳动中，官兵
让百姓睡住房，自己睡屋檐底下，先保
障百姓温饱，再考虑自身冷暖。连队返
营那天，当地群众热情慰问施工官兵。

——1980年 7月下旬，盖县杨运公
社暴发山洪，良田被淹，村庄被毁，该连
官兵在决口地段与洪水搏斗，连续奋战
5昼夜。

——1985年 7月中旬，营口县遭遇
洪水袭击，该连官兵挺进最危险地段，堵
住两个决口河段，抢运大米10万余斤。

英雄没有远行，牺牲亦是永生。
在“春满精神”的激励下，该连官兵

个个争当英雄。近年来，连队数次改革
整编、接换新装备。全连官兵连续奋
战，先后研究出了一系列训法战法，在
集团军考核中取得了全优的成绩，实现
当年列装当年形成战斗力。被上级评
为实兵演习“刀尖子”连队，并在建制连
比武考核中取得第一名。先后被原沈
阳军区授予“硬骨头六连式先进连队”
称号，被集团军评为“拥政爱民先进单
位”“学雷锋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荣
立集体二等功 3次、三等功 20次，先后
涌现出“学雷锋标兵”“军事训练先进个
人”等先进典型90余人。

制图：孙宝萍

这里因为一种精神春风常在
■向 勇 闫 石 纪 旭

中国自古以来英雄辈出。英
雄，为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奠定了厚
重的底蕴。

无数优秀中华儿女抛头颅、洒
热血，只为了心中信仰，他们不惧牺
牲、勇于奉献，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脊
梁。

习主席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
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
家不能没有先锋。虽然时代环境
变了，但流淌在中华儿女身上的英
雄血液一脉相承、奔流不息。回望
中国近代史，在波澜壮阔的民族独
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涌现出了一
大批革命先烈：蔡和森、夏明翰、方
志敏、“塔山英雄团”……他们为追
求真理献出了宝贵生命。在和平
时期，则有张超、余旭、申亮亮……
他们心系国家、不辱使命的壮志豪
情熠熠生辉。

在中国人的精神价值追求中，
英雄是最美的赞歌，是崇高的丰

碑。有许多英雄虽早已远去，但他
们会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人固有一
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英雄
为人民和民族利益而死，升腾起的
一面面旗帜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
腾，像泰山一样宏伟高大，像黄河一
样辽阔奔腾。

英雄永不磨灭，我们学英雄，
更要弘扬英雄精神，让英雄精神成
为每个人的一种行动，一种自觉。
捍卫我们崇拜的英雄，就是捍卫中
华民族坚韧不拔、勇于拼搏的民族
精神，这将激励中华儿女前仆后
继、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奋勇前
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
更大贡献。

学做英雄，不仅是道德要求，更
是实现梦想所需。面对当今复杂的
斗争形势，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唯
有踏着英雄的足迹，传承英勇无畏
的精神去开山铺路、建功立业，创造
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业绩和辉煌，
才能无愧于先辈的牺牲，无愧于新
时代中国人的样子。

尊崇英雄的时代将造就更多
英雄。随着全社会尊重英雄、崇
尚英雄、学习英雄等各项活动的
开展，英雄美名闪耀全民心中，相
信中国人将以英雄的姿态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用英雄的担当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
强大动力。

社会转型期呼唤难能可贵的
“英雄气质”，以点燃每个人心中的
精神之火，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不竭
动力。

仰望英雄，并不苛求每个人都
成为英雄，但我们必须在血液中保
留崇尚英雄的因子，况且，对英雄精
神的片刻凝望，也足以净化心灵，激
发更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才能英
雄辈出，才能赢得未来。

仰
望
英
雄
才
能
英
雄
辈
出

■
焦

扬

岁月如梭，当年您救下我时，我还
是个 16岁的女孩子，如今已是白发苍
苍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我时常梦
见那天的情景：在冰冷的河水里，是您
的那双大手托举起我们的生命。这些
年，也是您的那双大手，温暖着我的

心，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从那以后，我和纪满见到解放军

就格外地亲。每年我俩都要纳很多双
鞋垫送给驻军部队；学校组织到部队
文艺演出，我俩虽没有啥文艺特长，但
也会积极参与，总想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拥军爱军。后来，纪满还如愿嫁给
了军人。

从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服
装厂，在工作岗位上我始终勤勤恳恳、
踏踏实实地干活，不为挣更多的工分，
就是不想愧对您。每当生活中遇到困
难，我就会走上“春满桥”，悄悄地跟您
说会儿话。静静的碧流河充满了力
量，那里有您用生命教会我做人的道
理——只要心里装着使命和信念，生
活中就没有不能打败的“敌人”。

我也要像您一样，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无论
同事、邻里，还是陌生人，看到他们遇
到困难，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帮一

把。渐渐地我发现，帮助别人本身就
是快乐的，无需他们回报，我就已经很
幸福了。

每年的 4月 16日，“春满小学”都
会组织纪念活动。前些年，我都会参
加，这些年，我岁数大了，身体不好，行
动也不便，就让两个女儿去。“春满精
神”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在学校，学
生们用诗歌讴歌您，用舞台剧表演您
的英雄事迹。郑春满烈士纪念室每天
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仿佛您从未
离我们远去。

“春满连”的官兵每年都会来看望
我和纪满。去年，您的老部队移防了，
连队依然派代表千里迢迢地来到我家

里。看到小伙子们挺拔的身姿，我仿
佛又看到了您当年的身影。

当他们给我唱起“春满连”的连歌
“你是雷锋学习的榜样，爱民的故事代
代相传……”我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
了。小伙子们还对我讲，连队现在装
备更新换代了，全连都加班加点训练，
让战斗力大幅提升，他们说，“春满连”
的兵不能给老排长丢脸。我多希望您
能看到这些啊！

春满叔叔，您是这座城市的英雄，
您用生命温暖了我，更温暖了这座
城，您是夜空中那颗最亮的星，英雄不
死，永远催人奋勇前行。

宋纪春口述、女儿张 丽整理

当年被救女孩宋纪春的深情呼唤

永远不曾忘却您的温暖

1961年，郑春满因救落水女孩
光荣牺牲，原沈阳军区授予他“爱民
模范”荣誉称号，追记一等功。

雷锋于1961年5月2日在日记
中写道：“郑春满同志这种见义勇为
的英雄行为，充分反映了人民军队
的本质，我要向他学习，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

时间的跨越，是“春满精神”的
历久弥新。因为一个人，一支连队
春花满园；因为一种精神，一座古城
春风常在。

在郑春满生前部队，一茬又一
茬官兵争当英雄的传人，“奉献为
民，矢志打赢”是“春满官兵”不变的
追求；在他牺牲的城市，热爱英雄成
为当地群众的自觉行为，尊崇英雄
更是这里的风尚。

——编 者

蜜《解放军报》
在 1961、2000年
对郑春满烈士的英
雄 事 迹 进 行 了 报
道。

蜜“春满小
学”根据郑春满
烈士的英雄事迹
编写了德育教材
《春满古城》。

““春满连春满连””官兵正在进行宣誓活动官兵正在进行宣誓活动。。 安 阳安 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