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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载机训练基地，117号

战机完美着陆，不料在战机着

陆滑行两秒钟后，机头突然离

地。“跳伞！”指挥员果断地

发出指令。

2018年 1月 23日上午，湖南岳阳烈
士陵园，张亚和公公早早来到了张超墓
前。

空 气 有 些 湿 冷 ，天 空 飘 着 蒙 蒙
细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亚总是梦
到张超，梦中他一遍遍地说：“我怎么
能回家，我还没有上舰……”

去年从辽宁舰回来，张亚就和公婆
决定，再重新打开丈夫的墓，把以前没有
来得及做的事情重新补上。

那天的张亚特意穿上军装。在刚刚
打开的坟墓旁，她蹲下身跪在那里。她
先是从身边的盒子里取出一个做工精致
的航母模型，小心翼翼地放到了丈夫的
骨灰盒旁，然后又取出一架小巧玲珑的
歼-15飞机模型，仔细地拆装、组合，最
后摆成飞机着舰的状态，轻轻地放进航
母模型的甲板上。

认真做完这一切，张亚一下子跌坐
在碑前，一遍遍抚摸着丈夫那含笑的遗
照，忍不住放声大哭……

思绪再一次回到那个永远刻骨铭心
的日子。2016年 4月 27日，12时 59分，
辽东半岛某舰载机训练基地，张超驾驶
117号舰载机进行着陆。这是张超着舰
飞行最后一次训练。十天之后，他将和
战友们一起在辽宁舰飞行甲板上着陆，
正式完成航母飞行资质认证。

此时此刻，张亚正坐在长沙驶往沈
阳的列车上。她要去赴一场和丈夫的约
会，见证飞行员丈夫第一次着舰飞行，并
从他的手里接过庆功的鲜花。

晚上六点，窗外渐渐黑影模糊，
车厢里陆续亮起了灯。张亚习惯性
地摸摸手机，又到了和丈夫通话的时
间了——每次训练完毕，丈夫总会报
来平安。

可今天的电话咋没有准时响起？
4个多小时过去了，张亚内心开始

有一丝不安。张亚的预感是准确的，
中午的训练中，张超的战机发生电传
故障！指挥台下达了跳伞指令，张超
没有执行。机头继续上扬，30 度、40
度、50 度……张超还在努力保住战机，
但也错过了最佳跳伞机会。机头仰角
接近 80 度时，张超按下弹射按钮。但
是，这样的角度，这样的高度，伞不会
打开了……

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张亚通过
密码登录了丈夫的微信。飞行员的微信
群里，一个战友接连发了三个祈祷符
号。紧接着，第二个战友，第三个战友，
第四个战友……一排祈祷祝福符号，让
张亚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

她鼓足勇气给团长发去短信询问。
片刻的沉默之后，她最不敢相信的消息
还是传过来了：“张超出了点意外，人已
经跳伞了，掉在了海里，正在搜救。”

刹那间，张亚只觉得天旋地转……
终于熬到火车到站。看到部队一下

子来了那么多人接她，张亚“扑通”一下
瘫软在地。她什么都明白了。

短短 4.4秒，生死一瞬。为了挽救战
机，张超献出了他29岁的年轻生命。

第二天上午。殡仪馆里，哀乐低
旋。张超静静地躺在鲜花中。张亚怎
么也无法相信丈夫已经离她而去：他

只是太累了，他一定是睡着了。她内
心被掏空了一般，整个人轻飘飘的。
她轻轻地跪倒在丈夫身边，唯恐弄醒
了他，轻轻地抚摸着他冰冷的脸，一
遍遍亲吻着他的唇，凑近他的耳边，
低低地耳语着。此时此刻，时间仿佛
停止了流逝……

良久，良久。她跟工作人员要来一
把剪刀，细心地剪下自己的一缕头发，轻
轻放进他胸前的口袋里：“这是我们来世
相认的信物，你带着吧。”

一直站在旁边的是训练基地司令
员戴明盟，这位久经历练的舰载机飞
行英雄此时也泪流满面。他悲痛地对
张亚说：“对不起，张超是我接来的，我
却没有把他照顾好，有什么要求请尽
管说！”

仿佛从一个遥远的世界被拉回，张
亚转身看了看戴司令员，泪眼相望了好
一会，才低声说：“张超做梦都想上辽宁
舰，现在他带着遗憾走了，能否让我带着
他的照片去航母上看一看……”

拿到招飞入伍通知书的

那一天，他兴高采烈飞奔到父

亲眼前，自豪地跟父亲说：

“爸，我被航空大学录取了！”

在张亚看来，张超留给她最珍
贵的礼物，莫过于这个蓝色的飞行
头盔了。她把头盔摆在卧室里面的

桌子上，很多次都梦见头盔跟她眨
眼睛。她觉得头盔充满了灵性，每
天看到它，就仿佛看到张超在跟她
说话。

张亚第一次见张超带飞行头盔是
在 2011 年夏天。她瞒着父母悄悄地
从杭州跑到部队。教导员知道她是
来和张超领结婚证的，就破例准她进
场观看。她眼看着张超身着飞行服，
头戴飞行盔，驾驶着雄鹰，熟练地起
飞、降落，然后又敏捷地跳下飞机，摘
下头盔捧在手里，一脸特别灿烂的微
笑朝她走来……她远远地望着，那个
又酷又帅的男人，手中的蓝色头盔如
同一个美丽的珍宝，在正午阳光的照
耀下发出奇异的光。而今，飞行头盔
已寄托着她对爱人无尽的缅怀和思
念。

出事之后曾有人问她，是否后悔支
持张超当初报名当舰载机飞行员？是否
应该拦着他？张亚摇了摇头。她知道，
很多事情张超都可以随着她，唯有飞行
这事不行，张超爱飞行爱到骨子里，谁挡
也挡不住的。

2003 年 5月，身为家中“独苗”的张
超，听到部队招飞的消息后，执意报了
名。那段时间，岳阳七中的操场上，师生
们每天下午都会看到一个腿绑沙袋疯狂
训练的年轻人。最终，张超成为当年岳
阳七中唯一、全市为数不多的几名飞行
学员。

2009 年 6 月，23 岁的张超完成了 4
年院校培养和航空兵训练基地 1 年训
练后，因成绩优秀成为留校任教的少
数人选之一。当教官和战友们纷纷向
他祝贺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留
校的机会，坚决要求到一线作战部
队。陵水某机场，张超如愿以偿分到
了自己崇拜的英雄王伟生前所在的部
队。虽然地处偏僻，条件艰苦，但能够
飞上最好的飞机，张超心满意足。短
短几年后，他就成了“尖刀班”的“尖刀
飞行员”。

2015 年 3月，尤为让张亚难忘。春
节过后，虽然丈夫又投入到了紧张的
飞行训练中，但她内心却有了一种从
未有过的踏实与幸福感。自己已渐渐
适应部队生活的简单与平静，一岁多
的女儿越来越讨人喜欢了，公婆春节
前也从岳阳老家搬到部队来团聚了，
还有，团里已上报提拔丈夫为副大队
长，眼看着自己努力经营的这个家越
来越幸福。

又是一个周五的黄昏，她正在厨房
里忙活着，听到下班回来的丈夫在门外
大声地喊她的小名：“甜阿里，我回来
了！”看他一脸的激动，张亚问了句：“什

么事这么高兴？”
张超兴奋地说：“舰载机部队要从团

里选拔舰载机飞行员，我报了名。”
如此意外的消息，让张亚有些措

手不及。她刚刚踏实下来的心像是突
然又被拎到了半空。她伸手关掉打火
灶，把炒了一半的菜放在那里，心怦怦
直跳。

张亚想起 2012 年 11 月 23 日，在电
视机上看到舰载机着舰成功的那一刻，
丈夫也是像今天一样激动和兴奋。

张超似乎早就料到妻子的担心，他
反复安慰妻子：“优秀的飞行员一定要
‘上天能驾机，下海能着舰’，我不想错
过，再说，当初谈恋爱，你喜欢的不就是
我驾机的帅和酷吗？”

张亚本想过两天再找团长说说这
事，不料张超早已找团长说情批准他报
了名。他还特意找到戴明盟说：“我真的
很想飞舰载机，天大的困难我都可以克
服。”

张亚还是很担心：“难道你就一点不
怕吗？出现了‘万一’怎么办？”张超安慰
她说：“放心吧，我技术好。再说，因为风
险你也不飞我也不飞，那让谁去飞？”张
亚没再说什么。最终，张超以第一名的
考核成绩入选了。

2015年 3月 15日，是张超启程前去
北方某基地训练的日子。出发前一晚，
战友们组织为他送行。家属楼前面的空
地上，他们摆好烧烤炉，借来音响，调亮
灯光，家属和孩子们也都到场了。大家
边吃边唱，好不热闹。轮到张超上台，本
以为主角能一本正经地讲一讲，不料他
起身刚幽默了两句，就唱起了《男子汉去
飞行》：“蓝天下走着一队年轻的鹰，有几
个女孩在一旁说个不停……潇洒和英
武，我们挥洒在云海，男子汉去飞行，去
呀去飞行……”

那一晚，奔放嘹亮的歌声，掺杂了男
子汉们的凌云壮志，荡漾在美丽深邃的
夜空，很久很久……

张超牺牲后，张亚和家人曾一起来
到他生前所在单位，了解到他所从事的
事业和内心的追求，万分感慨：“张超拥
有的是一个普通人无法衡量的世界，他
比任何人都富裕都了不起。”

那一次执飞任务临行前，

两人约好了回来要去补拍婚

纱照，谁料命运并没有安排这

样的机会。

张亚的床头柜里，珍藏着三件心
爱之物：一件是红绳拴着的银色挂饰，
圆形的银质挂盘，一面刻着“我等你”，
一面刻着“超爱亚”；一件是张超戴了
许多年的手表；还有一件是女儿一岁
时的照片。

这是张超牺牲之后，张亚从张超
的床头柜里取回的。现在，张亚又按
照同样的存放方式，摆在了自己卧室
的床头柜里。不同的空间，相同的爱
意。她一遍遍打开床头柜，以这样的
方式，体会和感受着丈夫的思念与温
暖。

他俩的缘分，仿佛天生注定。大学
时，一个在飞行学院，一个在民航大学。
在表哥表嫂的牵线下，两人一见倾心。

2011 年过完年，张超和张亚准备
在老家举办婚礼。两人商量着要拍一
套婚纱照。当时，张超在海南，张亚在
杭州。一个训练任务繁重，一个工作
节奏紧张。

眼看婚礼的日子越来越近，张亚有
点着急了。她自己选定了婚纱摄影馆，
试好婚纱，还和领导沟通，挤出了年
假。就在她满心期待爱人快点飞到杭
州，为他们的幸福定格的时候，却又传

来张超执行新任务的消息。张超在电
话里满是愧疚地对张亚说：“先结婚，婚
纱照再等等，等忙过这一阵，我们拍一
套更好的。”不承想，这一等就等到雄
鹰折翼。

结婚那会，张亚送给张超一块天
梭牌手表，但张超放在那里从来不戴；
张亚又给他买了一块阿玛尼牌手表，
他还是从来不戴。他一天到晚戴的就
是那块普通的手表。为此张亚很不理
解，甚至有点不高兴了。后来她才明
白，原来张超喜欢的是手表里面指针
上的小飞机。这块手表一直陪伴他到
生命的最后。

童话里说，结婚后，王子和公主就
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在张亚看来，在
她和飞机之间，张超永远把飞机排在
第一位。

有一次张亚到海南探亲，正好张
超第二天要飞行。按照惯例，他不能
回家住宿，手机也要上交，他们无法联
系。张亚就跑到操场，爬上围墙往里
瞄着他的宿舍。被教导员发现后，张
超不顾她的留恋和不舍，飞奔出来赶
她回家。

2012 年夏天，张亚随军到了海南，
从此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那时，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日子过得很有规
律。张亚日记里写道：“你在天上飞，
我在地上守候你。每天一抬头便能看
见战机急速轰鸣而过，离我那样近，看
见它就像看见你一样，心里满满都是
幸福。”

可惜没过多久，张超调入舰载机
部队，从南方去了北国。张亚只好带
着老人孩子从海南回了岳阳老家。一
家人再次两地分居。每次飞行训练结
束，张超总会电话报平安，或者和女儿
视频，逗女儿开心。次数多了，懵懂可
爱的女儿一想爸爸，就会指着手机奶
声奶气地喊爸爸。

最近的一次视频，张亚让他试试
刚刚寄去的腰带。视频里看腰带在张
超的腰上松松垮垮的，张亚有些担心
地问：“你是不是最近瘦了？”张超连
忙说：“哪里啊，分明是腰带太大
了。”那天，张亚第一次发现张超额
头上多了一道很深的皱纹。她心想：
“可能那边的训练太累了，好在很快
就见面了，这次一定要给他好好补一
补。”

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无

比灿烂。作为军人，他留下了

最为壮美的风采。也许，这正

是一名优秀军人最好的归宿。

2018 年秋天，笔者和张亚约好见
面。虽然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但同
为军嫂，和对同一份事业的理解，内心有

着更多的相通。
虽然过去两年半了，但讲到张超的

离去，张亚依旧泪如泉涌。眼泪一滴一
滴流下，都是穿石的痛。
“你相信灵魂吗？”我问。
“以前不信，自从张超走了之后，

我就信了。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
梦。只要心里想着想要见到的那个
人，总会见到。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天
天梦见他，梦见他在哭，梦见他来跟我
告别，让我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有
时候我特别羡慕别人生病的样子，有
爱人在身边伺候，有时间能在一起说
说话。张超哪怕是残了废了，我也愿
意照顾他……”

经历过失去爱人的张亚已经不是原
来的张亚了。她清丽单纯依然，只是变
得更淡定更强大，也比任何时候更理解
了爱人的事业。

2017 年 6 月 1 日，基地特意安排张
亚去舰上观摩。当看着一架又一架
歼－15 飞机成功挂钩着舰，听着飞机
起飞前巨大的声响，看着尾部冒出炽
热的蓝紫色火焰，她忍不住跑到舰边
嚎啕大哭。

张亚说：“那一刻，我懂了，我的丈夫
从来就不完全属于我，他属于我们的国
家与民族，属于军队与国防，属于中国海
军走向深蓝的伟大事业！”
“是的，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

接近自己的梦想？而张超一辈子从事的
都是自己喜欢干的，他是很幸福的。”笔
者对张亚说。

她说：“当然也要感恩遇到的这个伟
大时代，很多代飞行员不曾飞过的飞机，
他都有幸飞过了。他为飞行事业奉献了
一切，但时代也成就了他。”
“我想替张超把这身军装穿下去，

我今年还报了研究生，虽然现在身上
的担子很重，但是只要努力还是可以
兼顾，趁着年轻，多学些知识，只有让
自己变得强大，才能完成想要做的许
多事……”
“你以前也这么能干吗？”笔者不由

得多问了一句。
“以前，呵呵。”她笑了，“从我辞职

跟随张超的那天起，我就想靠着张超，
做一个小女人，没有什么追求，什么也
不用想，什么心也不用操，只要张超好
就是我的好了，但现在……装房子，搬
家，挂窗帘，修水管，收拾卫生，带孩子
都不在话下。”一个看似如此柔弱的女
子，一旦强大起来，一样也能爆发出巨
大的力量。

看着充实的张亚，我心里无限感
触。其实不只是张亚，有多少军嫂都是
这样，在追随丈夫的路上，把小女人磨成
了女汉子。

爱人走了，就在剩下的时间里把爱
人爱过的再爱一遍；爱人连光也带走了，
就学会了让自己发光。而这，或许也是
张超想要看到的希望之光。

全
军
挂
像
英
模
人
物
张
超—

逐
梦
海
天
间

■■
周
建
彩

航母是大国重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作为航母战斗力的刀锋，我国的舰载飞行仍任重道远。2016年4月27

日12时59分，29岁的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张超，因突发飞机电传故障不幸牺牲。2016年11月，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

署命令，追授张超为“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2018年6月,张超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8年9月，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统一印制张超等10位挂像英模的画像，并下发至全军连级以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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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张超与家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