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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听女儿吟唱的儿歌

“为了咱们国家什么

都不怕，勇敢把敌杀”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高震亚”三个
字，会发现这位为了国防科研和教育事
业奉献一生的革命家，并没有在身后留
下什么记录。只有加上“阵地七勇士”
一起搜索时，才能在一些报道“两弹结
合”试验的文章中瞥见他的名字。

不留痕迹就是高震亚想要留下的
“身后名”。他的家人告诉记者，在高震
亚退休后，他们多次劝他写回忆录，或
由人代书，都被他坚决拒绝。

许多故事因此湮灭，无人知晓。
2002年，原国防科工委干部学校副校长
高震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83岁。追
悼会上，他的同事念读的一段生平让家
人听得“心惊肉跳”：“他英勇坚强，身先
士卒，机智勇敢，先后参加了攻打叶县、
孙祖等30多次战斗，尤其是在1943年的
滨海区战斗中，他率领特务连与日本士
官队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指挥得当，勇
猛顽强，取得了战斗胜利，受到军区首长
的嘉奖，为抗日战争作出积极贡献。”

家人们对此惊讶不已。他们所认
识的高震亚，是一位为部队培养大批人
才的教育家，是为了“两弹一星”事业呕
心沥血的科研工作者，然而这段和日本
鬼子拼刺刀的经历，连和他在山东抗日

军政大学相识、携手走过半生的老伴赵
莹琦也未曾听闻。

高震亚去世后，有一次二女儿高琦
听到大姐高祝捷哼唱起一首儿歌，勾起
了她的童年回忆，两人一起合唱起来：
“我的爸爸是个好爸爸，为了咱们国家
什么都不怕，勇敢把敌杀……”

高琦回忆，他们小时候父亲工作特
别忙，偶尔回家早一点，就喜欢把孩子
们召集到一起给他表演节目，这首儿歌
高震亚最爱听，一直是他们的固定表演
曲目。

也许那时候，听着孩子们唱歌的高
震亚，正在心底默默回忆着自己“为了咱
们国家什么都不怕，勇敢把敌杀”的青春。

留给妻子的一封“遗书”

“你自己照顾好老

人，把孩子拉扯大”

这是一次筹划许久的出行——9月
10日，高琦和丈夫专程从北京来到东风
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
年。

这片戈壁滩有着独特神奇的魅
力。那些在上世纪基地一穷二白时来
到这里、见证过初创时期艰辛的“东风
人”，离世后几乎都回到了这片土地。
“我爸这一辈子去过很多地方，唯

独这里他一直牵挂着，念念不忘。”高琦
说。在烈士陵园里，高震亚墓与同在地
下控制室待过的几位战友王世成、颜振
清、张其彬的墓离得很近。

1966 年 10 月 26 日，“两弹结合”试
验前一天，在外工作了几个月刚回来不

久的赵莹琦在家中“意外”看到了丈夫
高震亚。匆匆一见，她甚至没留意到长
年留着寸头的爱人突然成了光头——
当年曾撞见高震亚剃头的“阵地七勇
士”徐虹说，高震亚那时是做好了“上战
场”的准备，要“剃头明志”。
“那时不知道他要执行什么任务，

我们家属得到的通知是要演习。”赵莹
琦回忆，高震亚像往常一样嘱咐她说：
“如果演习出现问题，你就跟着火车离
开。”因为丈夫没有透露任何信息，赵莹
琦并没觉得那会是一场“特殊”的演习。

10 月 27 日当天，赵莹琦和基地的
许多家属一起上了火车，但火车并未启
动，他们很快又回了家。晚上，疲惫的
高震亚回到家，两人没谈论任何有关工
作的内容，哪怕洗衣服时赵莹琦看到了
高震亚衣服兜里的一封“遗书”，也没有
多想。这是同在基地工作多年的夫妻
俩形成的默契。

直到 2006年，“两弹结合”试验解密
后，赵莹琦才知道，原来 40年前的那一
天，在距离发射场坪只有 160米的地下
控制室内，她的丈夫正参加着一场一旦
失败就意味着牺牲的演习。

赵莹琦想起了那封早已不知去向
的“遗书”，里面只有两句话：“如果我不
幸牺牲，你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你自己
照顾好老人，把孩子拉扯大。”

传承几代人的“家风”

“生活要低调，不许

给组织添麻烦”

“两弹结合”试验后，“阵地七勇士”

除了高震亚外，其余六人都荣立了二等
功。家人并不知道像这样的立功机会
高震亚放弃了多少次，在他的一生中，
唯一能看到、摸到的荣誉，只有一枚他
在 1988 年 7月获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独立功勋荣誉章。

对于荣誉的刻意“回避”，在高震
亚的家中也传承了下来，成为特殊的
“家风”。3年前，高琦的儿子成小龙在
单位组织下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
展览馆参观，他惊讶地看到了姥爷的
名字和雕像，连忙给家里打电话询问，
才知道姥爷竟然是这样一位大英雄。
“老头子告诉我们生活要低调，不

许给组织添麻烦。”已经 94岁的赵莹琦，
一生都极为“顺从”她的爱人。两人在
同一个单位上班时，高震亚不允许她乘
坐自己的公车：“那都是公家配给我的，
你们无权享受。”他这样说。

高琦告诉记者，这些年她总想写写
父亲，但每每都被母亲劝了回去：“你爸
说了不要给他写东西。”不仅是高琦，连
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大女儿高祝捷，也
没写过一篇怀念父亲高震亚的文章。

但高琦仍有很多关于父亲的回忆
想要诉诸笔端：高震亚退休后，有过一
段和她一起生活的经历。空闲时父女
俩喜欢闲聊，父亲经常说起他在辍学后
当长工的日子。那时他每天吃不饱饭，
人又很瘦，200斤的货物只能咬着牙硬
扛。直到 1938年，他入伍参加革命，才
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

在高琦的想象中，将用“我的爸爸
是个好爸爸”作为回忆文章的标题，从
他们为父亲唱儿歌开始讲起，那些父
亲没有书写下来的故事，她将通过她
的笔写下来，每一笔都是孩子对父亲
的自豪。

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名
——访“两弹结合”试验“阵地七勇士”之一高震亚的家人

■本报记者 杨明月

8月 10日，本报报道了在“两弹结合”试验中冒着生
命危险坚守在地下控制室内的“阵地七勇士”。近日，
“阵地七勇士”之一的佟连捷主动联系记者，建议记者去
采访一下已去世多年、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政委的高震
亚的家人。
“高政委是我们 7个人中级别最高的……本来名单

中没有他，可他觉得自己是领导要以身作则，主动要求

到地下控制室……我们几个都拿了二等功，就他没立
功。”电话里，佟连捷强调了寥寥三点，但一位英雄口中
的英雄已经跃然纸上。

直到和高震亚的家人当面细数他的一生，记者发
现，当年在地下控制室里经历的生死考验，一直被高震
亚视为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被他
视为一名革命军人的“理所当然”。

致敬·心中英雄

9 月 18日，一场市、军分区、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领导参加的特殊入职仪式，
在广西玉林市烟草专卖局举行。让人意
外的是，新入职的既不是高薪引进的人
才，也不是一个团队，而是来自该市兴业
县的一等功臣、去年年底退役的武警战
士欧仔万。

2016年，欧仔万在参加处置某重大
危害公共安全事件的任务中荣立一等
功。喜讯传来，欧仔万成了玉林市家喻
户晓的英雄，他的事迹被写入市志，编
进《玉林市国防教育读本》，成为全市开
展征兵宣传和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

如果说大力宣扬立功官兵的事迹，
是让全社会尊崇军人的氛围“看得见”，
那么安置好功臣就是让尊崇军人的氛围
“摸得着”。

去年 8月，玉林市委、市政府和军分
区联合下发《关于支持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 进一步增强军人职业荣誉感的意
见》，详细规范了现役军人立功受奖激
励机制以及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
学优先等内容，激励更多玉林籍官兵在
部队建功立业，鼓励更多适龄青年从军
报国。

去年年底，服役满 8年的欧仔万回
乡安置，玉林市军地领导第一时间明确
表态，他可以在全市范围内所有符合接
收条件的单位和岗位进行挑选。一番
思量后，欧仔万透露出想到市烟草专卖
局工作的意愿。“安置一等功臣，是责任
也是荣耀！”玉林市烟草专卖局主要领
导当即表态，并着手向上级申请接收。
今年 8月底，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广西壮
族自治区烟草专卖局批复了申请，欧仔
万这名一等功臣如愿以偿。

广西玉林市为退役一等功

臣隆重举行入职仪式——

建功军营

后顾无忧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

员 梁英海 冯 强

1956年 12月，17岁的我应征入

伍，来到海军长山要塞区，成为一名岸

炮兵。1957年底，参加次年国庆阅兵

水兵方队的任务交给了长山要塞区。

听说能见到毛主席，我们都盼着能够被

选上，最终我幸运入选。要知道，当时

整个岸炮连近 300人中，只选中了两

人。没想到，我就此和阅兵结下了不解

之缘，此后的60多年间，我以受阅官兵

和受阅方队队长、顾问等身份共参加了

8次国庆阅兵，3次通过天安门广场接

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其间那

些难忘的经历，成为我人生中的闪亮

记忆。

阅兵，展现的是国威和军威，阅兵

式上整齐划一的队列行进和严整的军

容军纪，不经过千锤百炼是不可能做

到的。对此，我深有体会。

1984年9月，14个受阅方队在沙

河机场进行紧张训练。顷刻间天气突

变，电闪雷鸣，下起倾盆大雨。其他方

队都进帐篷避雨，训练场上只剩下水

兵方队。作为总教练和方队队长，我

让水兵方队继续训练，战士们浑身都

湿透了，白色的军装被步伐带起的泥

水溅成了土黄色。当时，八一电影制

片厂正在附近拍电影，正好用镜头记

录了水兵方队在雨中训练的场景。从

那时起，阅兵村就传出了“水兵不怕

水、穿上黄军装”的佳话。

当天训练结束后，我马上安排战

士们喝姜汤，以防感冒。不是我认为

“水兵不怕水”，我只是想让大家接受

更多的磨砺，磨炼意志，严明纪律。之

前有一年的阅兵训练，我记得那是个

酷暑，训练时在场地上发现很多死蝗

虫，后来才知道，是训练场的路面温度

太高了，从草丛里落到场地上的蝗虫

很多都被烫死了。可在这样“残酷”的

气温下训练，没有一个官兵喊苦喊累。

早年参加阅兵训练的时候，条件

还是很差的，很多战士的鞋子磨破了

去修，修了又磨破，但他们的训练从未

受到影响，队伍依然是整齐划一。

阅兵训练中也发生过一些趣事。

那时规定训练期间不让吃凉东西，但

大热天看见冰棍，大家还是馋得不

行。我为了给大家鼓劲，给每人买了

一根冰棍，但等化成了水、再放到热水

里烫一烫才让大家吃。其实他们就是

喝了点甜水，尝了尝冰棍的味道，但为

了保证阅兵训练顺利进行，大家对此

都没有怨言。

因为多次参加阅兵训练，1999年

国庆阅兵结束后，我曾荣立一等功。

但我觉得自己其实没啥功劳，不过这

也算是对我训练能力的一种认可。

1984年国庆阅兵训练时，上级要

求方队合练，我说水兵方队的基础还

没有打好，不能进行合练。后来海军

首长支持了我的决定，并亲自来视察，

看方队训练了一星期，说我这个人练

兵有两下子，就是太固执。

阅兵，提振的不仅是军心士气，

更是国家实力的展现和民族意志的

凝聚。记得有一年国庆阅兵，一位记

者在北京街头采访，有个群众说：“我

过去很少关注海军，也不懂军事，但

看见海军方队这么精神，我就有了安

全感。”我想，这就是国家举行大阅

兵的意义。虽然我曾多次参加过阅

兵训练，但看完国庆 70周年阅兵的

盛况，我依旧心潮澎湃，情绪久久不

能平静。战车浩荡，战机翱翔，先进

的国产武器装备威武壮观的场面让

人激动不已，受阅方队整齐划一的行

进和受阅官兵高亢激昂的口号也在

时时搅动我的情感，叩击着我的心

扉。那一刻，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

而自豪，更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军人而

骄傲！

（整理：宗欢欢，照片由作者提供）

一生荣耀，我曾八次参加国庆阅兵
■孙启华

讲述·老兵心路

9 月 26 日，母亲在家乡武汉市第
三人民医院的病房里，获得一枚由她
离休时所在单位领导代领的，由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母亲手捧纪念章热泪盈眶，嘴里
连连念叨：“祖国没有忘记，没有忘记
我们老战士呀！”

2015年 1月，“9·3”胜利日大阅兵
组委会为父亲寄来了“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那一天，
母亲兴奋地在电话里和我讲了一个多
小时，反反复复说着这件喜事，不断念
叨着父亲在抗战时打仗英勇、立过大
功的往事。她说，那是一枚自豪的、不
朽的勋章。

我生长在军人之家，爸爸妈妈、公
公婆婆、哥哥嫂嫂都是军人或者转业
军人，我和丈夫更是一辈子的职业军
人。我的父母跟着共产党投身革命、
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把青
春和热血献给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
业。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无私奉献
的青春、朴实高尚的人品和两袖清风
的品德，是我们一辈子受用不尽的精
神财富。

在共和国诞生前，妈妈是出生在
富贵人家的大小姐。1949 年她在南
京金陵大学读大一，解放军“百万雄师
过大江”直抵总统府时，作为一名共产
党外围组织的进步青年，她毫不犹豫
地参加了解放军，成为一名教员，跟随
部队“宜将剩勇追穷寇”。同时，母亲
认识了来自贫瘠的河北平原的穷苦农
民的儿子——我的父亲，并深深地爱
上了他。

上世纪 50年代末他们结婚时，父
亲把母亲带回了老家。据说，当时整
个村子都沸腾了。贫穷的村民把舍不
得吃的白面拿了出来，全部挤到爷爷
奶奶那两间破旧不堪的房子里，热炕
上坐满了大叔大婶，孩子们扒着窗户
往里看新媳妇，里里外外，水泄不通。
大婶们摸着母亲的一身“列宁服”军装
和黝黑闪亮的大辫子，说这是天上掉
下来的仙女吧，咋会这么好看哩？

为了照一张父母回家结婚的全家
福照片，据说爷爷咬咬牙，把家里仅有
的买盐的钱拿了出来，从县里请来照
相馆的摄影师照了相。母亲站在最后
一排的左边，父亲站在最后一排的右
边。母亲经常给我们看这张照片，告
诉我们这是老奶奶，这是爷爷、奶奶，
这是大伯、大娘等等。她说，这里才是
你们的老家，是生养你们父亲的土地，
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的家乡和亲
人。

这么多年来，父母对家乡亲人生
活上的关照一直未曾间断。父亲离休
后是湖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
理事，他和母亲身体力行资助老区孩
子上大学。究竟资助了多少孩子，他
们从没跟我们说过。

有一年我探亲回家时，家中突然
来了 3名“不速之客”，一位母亲带着
她的一对龙凤胎儿女，拎着鸡鸭鱼
蛋，提着新鲜蔬菜，来找“刘爷爷”和
“刘奶奶”。刚好父母不在家，我接待
了 3位客人。那位妇女说，他们来自
大别山老区，2008 年她丈夫因病离
世，两个孩子上高一，家里一下子失
去经济来源，孩子都面临辍学。正在
这时，湖北省关工委传来消息，说有
一位曾经在大别山区打游击的老八
路和他的妻子提出资助两个孩子上
学。两年后，两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孩
子双双考上了武汉市江汉大学，母子
三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喜的是，深
山沟里双胞胎兄妹双双接到入学通
知书，在全县都是新闻；忧的是，一个
孩子一个学期的学费就是 3000元，可
家里除了种地外没有任何经济来
源。母子三人一夜未眠，默默流泪。
当清晨的阳光照进破旧的草坯房时，

他们收到湖北省关工委转寄来的署
名为两位老战士的来信，信中说两个
孩子 4 年的大学学费仍由他们来资
助，钱款已寄给学校，让两个孩子迅
速到江汉大学报到。

这两位老战士就是我的父亲母
亲。在和 3位客人的交谈中，我了解
到双胞胎哥哥名叫熊之，妹妹叫熊
甚。如今，两名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
熊之在湖北省荆门市一家公司当会
计，熊甚在武汉市一家食品公司做销
售。父母的资助，他们一辈子铭记在
心。

如今，两枚纪念章都端放在父亲
的遗像前。年迈的母亲走过来，笑笑；
走过去，又笑笑。如果父亲在天有灵，
也一定在笑。

祖国，在父母的心中是一种深深
的依存，是血缘是羁绊；爱国，在父母
的心中是一种根植于心的自觉，是忧
患的担当和幸福的分享；战士，在父母
心中是一份永远的职责，是一份专属
于军人的荣光。

下图：作者父母年轻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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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是荣誉的象征，荣誉是军
人的第二生命。颁发各类奖章、勋
章、纪念章，是人民军队对在作战、
训练、执勤和科研等军队建设中作
出突出贡献的人员一种重要的奖励
形式。一枚枚奖章、勋章、纪念章，
沉淀着历史的重量，镌刻着卓越的
功勋，承载着无上的崇敬，寄托着深

切的怀念。
从即日起，本版开设“纪念章背

后的故事”专栏，通过老兵及其家
人、战友的讲述，以及部队各单位史
馆中的记载，去回顾一段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见证一幕幕人民军队发
展壮大的光辉历程。敬请关注。

——编者按

纪念章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