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老兵天地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３日 星期六E-mail:laobingtiandi2017@163.com责任编辑/柴华

征文·曾在军旅

4月 2日上午，中部战区陆军某旅
官兵代表和烈士家属一行 200余人，前
往簰洲湾九八抗洪烈士陵园，祭扫在’98
抗洪中牺牲的该旅战士杨德文和叶
华林。

礼兵就位 ，奏唱国歌 ，敬献花
篮……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官兵脱
帽默哀，向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人群里，上士乔旭冉凝望着杨德文
墓碑上的年轻照片，不禁沉思：“正是有
了他们那代官兵的舍生忘死，才有了
‘抗洪抢险模范旅’的至高荣誉。这是
旅队的精神之根，请你们放心，我们一
定把这份荣誉守住，传下去。”

自从当兵来到该旅，乔旭冉几乎
从未缺席过每年的祭奠烈士仪式。

多年前，中专毕业的乔旭冉入伍
来到连队，当时他体型偏胖，各项训练
成绩垫底，整天闷闷不乐。一次训练
结束，连队原指导员李超华把乔旭冉
带到“英雄十七连”的牌匾前，给他讲
起牌匾背后的故事。

1998 年 7 月 26 日深夜，湖北省嘉
鱼县合镇乡发生险情，大堤被洪水撕
开一个大口子，村民殷衍太发现后，试
图用蛇皮袋去堵，结果被洪水卷入抗
旱闸底部涵洞，生死未卜。正在簰洲
湾参加抢险的舟桥五营闻讯后火速赶
到，以最快速度筑起一道安全堤，然后

开始救人。原 17连排长高文清，第一
个跳入闸口，奋力用双手一层层扒开
泥土，10根手指有 8个指甲剥离，手掌
手背鲜血直流。但他硬是用手刨出一
条通往涵洞的入口，随后他让战士用
背包绳捆住自己的腿，3次爬进 6米深
的涵洞，终于将奄奄一息的殷衍太救
出。在现场焦急万分的殷衍太亲属齐
刷刷地跪倒在地，感谢解放军的救命
之恩。

8月 1日傍晚，簰洲湾江堤轰然塌
陷。入伍不到两年的战士杨德文、叶
华林，在抢救群众时不幸遇难。他们
的家人闻悉噩耗，强忍悲痛赶到部
队。当组织向他们征求抚恤善后的意
见时，他们的唯一要求是：把儿子埋在
战斗过的地方……

谢峰，是连队的另一个抗洪英雄，
也是杨德文和叶华林隔壁班的一名班
长。李超华告诉乔旭冉，谢班长在簰
洲湾摸黑救人时，左脚已经被石头划
开一个大口子，由于在洪水中长期浸
泡，伤口严重化脓。连队干部让他留
守，他坚决不干。当他第 6次下水救人
时，发现一位 60多岁的老大娘坐在一
个轮胎套着的木盆里随浪颠簸，随时
可能被洪水吞没。他立即驾驶冲锋舟
向老大娘驶去，这时一个巨浪打来，冲
锋舟撞向旁边的大树，眼看就要舟毁
人亡，谢峰不顾一切伸手去顶大树，当
场被撞落下水，左胳膊被树枝戳开一
条又深又长的血口子。眼看他就要被
激流卷走，同舟的战士宋志辉急忙用

钩镐钩住他的救生背心，才使他幸免
于难。他强忍疼痛爬上冲锋舟后，又
驾舟向木盆靠拢，终于将老人救起。

抗洪期间，谢峰家里同样受灾，但
他仍然坚持战斗在抗洪最前线。要知
道，救灾的地方离他家仅有不到 2公
里。最终他带领全班战士抢救群众
1200多人。
“英雄的十七连，英雄的兵；救灾

打头阵，抢险当先锋……”不久后，李
超华根据连队的英雄事迹编写了连
歌，让乔旭冉在连队反复教唱。后来，
连长杜波还让乔旭冉睡在了杨德文生
前的床铺上。

慢慢地，战友们发现，乔旭冉变
了。他的体能训练强度越来越大，急
难险重任务争着参加，后来还当上了
班长。与他的交谈中，笔者了解到这
样一组数字：2010年，他随队参加蔡甸
抗洪，他所在班转移群众 200 余人；
2016 年麻城发生特大洪灾，他作为班
长带领全班先后转战麻城、武穴、黄
梅、汉川、浠水等地，连续奋战 40多天，
转移群众近千人，排除险情 10 余处。
事后评功，乔旭冉把自己的名字主动
划去，换上了班内的其他同志。
“是连队传承下来的那股精气神

一直激励着我们。”擦拭着烈士的墓
碑，乔旭冉说，“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
烈士用生命为我们带来的荣誉！”

抗洪大堤上，宣誓签名活动结束
后，舟桥旅官兵整齐列队，向着烈士长
眠的方向，庄严敬礼！

“这是旅队的精神之根，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把这份荣誉守住，传下去”—

抗洪大堤上，追寻英烈的足迹
■程晋一 程小冬

致敬·心中英雄

走进河南省濮阳市荣军疗养院，仿
佛来到一个度假胜地。

这座疗养院位于国家 4A级景区濮
上园里，坐落在一处湖心岛上，湖面波
光粼粼，天鹅嬉戏，院内竹林幽静，小桥
流水，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小别墅散落在
鲜花草丛中。

然而，随着在这座荣军疗养院采访
的深入，记者又感觉仿佛置身一座军
营。

这里执行着和军营一样的作息制
度，嘹亮的军歌不时响彻每个角落，军
旗、红五星等有军旅特色的标识随处可
见，一群身着老军装的白发老兵在这里
颐养天年。

这个疗养院，是刘景瑞发起并联合
多名爱心人士筹资建成的，免费接待参
战老兵、烈士父母及遗属入住疗养，提
供专人护理一站式服务。

刘景瑞是谁？战场上，他是一名在
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的战斗英雄；退役
后，他在创业路上继续保持冲锋姿态，
同时积极支持国防建设，当选“全国拥
军模范”。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万年上

将曾为他题词：“战争年代是英雄，和平
时期是楷模。”

立功，穿越硝烟舍生忘死

上世纪 70年代末，一场保卫祖国的
战斗在边境打响。年仅 18岁的刘景瑞
和战友们驾乘坦克，奉命执行穿插分割
任务。他们冒着密集炮火，穿越狭窄山
路，在其他车辆战损的情况下，单车作
战，拼出一条血路，提前完成任务。战
后，刘景瑞作为炮长，被中央军委授予
“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荣立一等功，他的
英勇事迹还被拍成电影《铁甲008》。

1984年底，怀揣三等甲级残疾军人
证的刘景瑞，恋恋不舍地离开军营，退伍
回到老家河南省濮阳县。濮阳县有关部
门计划把刘景瑞安置在政府部门工作。
消息传开，亲戚朋友们都为他高兴，说他
端上了铁饭碗。

然而，刘景瑞却打算婉拒这份工作。
在退伍待业的日子里，他发现政府部门工
作岗位少，而很多比他家庭条件更困难的
参战退伍兵更需要这份工作。
“我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党员，不

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享清福！”经过
反复思考，刘景瑞决心把退役的战友聚

在一起，共同创业，为党和国家分忧。

创业，帮扶战友重新出发

因为曾在部队当过炊事员，刘景瑞
计划创办一家“退役军人两用人才中心
饭庄和培训基地”，吸收退役军人前来
学习、工作。可开饭庄、办基地要有场
地、设备，需要不小的投入，刘景瑞的经
费不足。他只好到处求人借钱，实在借
不来钱就借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培训
基地终于艰难开张。

为了节省支出，不管刮风下雨，刘
景瑞每天早上 4点起床，骑车到离县城
36 公里远的自家菜地拉菜，夏天一身
汗，冬天一身霜。在饭店和培训基地，
他既是厨师、服务员，又是老师，白天经
营，晚上向战友传授烹饪技术。

经过刘景瑞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
饭店和基地规模越来越大，吸收的退伍
兵很快达到 200多人，引起了省民政厅
的关注。经过考察，省民政厅认为这个
两用人才培训基地既解决了退役军人
就业问题，又减轻了政府负担，于是在
全省推广这一做法，之后各地市都先后
建起两用人才培训基地，很多退役军人
有了参加就业培训的机会。

“只有具备更强的经济实力，才能更
好地服务社会、服务退役军人。”随着事
业的发展，刘景瑞干事创业的劲头越来
越足，先后成立了多家公司，但他始终坚
持优先安排退役军人。1989年，刘景瑞
办起汽车修理厂，安排退役军人 53人；
2003年初，刘景瑞创办中原科技石油股
份有限公司，解决 223名退役军人的就
业难题；2012年，刘景瑞开办个体商业网
点，安排216位残疾退役军人就业……

34年来，刘景瑞通过创办各类企业
和经济实体，共接纳、培训、推荐、安置
退役军人16000余人。

拥军，倾心倾力毕生倾情

虽然离开部队多年，刘景瑞始终想
念战友，想念部队，总想为部队建设多
作贡献，“我就想为部队和战友多做些
事，这是一名老兵应尽的责任。”

在刘景瑞的奔走呼吁下，濮阳市在
全国较早实行军人免费乘坐公交；驻地
武装部、某预备役团等单位遇到子女上
学、家属随军、官兵复转等方面的难题，
刘景瑞都会尽全力帮助解决；作为濮阳
市人大代表，刘景瑞每逢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特别关注涉及拥军优属、支援国

防建设的内容，多次给出相关建议。
参战退伍老兵林国强身患肝癌，家

里又不宽裕，刘景瑞得知后主动送去 2
万元治疗费，还把出院后的林国强接到
自己家中休养；老兵杨军起的儿子因家
境贫困上不起大学，刘景瑞不仅送去学
费，毕业后又帮助他就业……多年来，刘
景瑞走访慰问老红军、老八路、老复员军
人和伤残复员军人、烈士遗属 1000余人
次，为他们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帮助。

刘景瑞和家人平时生活很节俭，只
在拥军时才“大手大脚”。他出资 6万元
为某预备役团盖起“拥军澡堂”，解决了
官兵、家属及子女洗澡难的问题；得知
老连队要参加“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
合演习，他心中兴奋难抑，带着家人亲
手缝制的鞋垫和价值几万元的物品到
部队慰问……

近几年，年近花甲的刘景瑞把拥军
主要精力投入到荣军疗养院建设上。
在地方政府和爱心人士的支持帮助下，
疗养院于去年 11月中旬开业，目前已有
90多位老人免费入住疗养。

看到老兵们在疗养院里安享晚年，
刘景瑞欣慰地说：“我要把拥军当作自
己毕生的事业，一直做下去，直至生命
的最后一刻……”
（题图照片由作者提供，合成：刘程）

“就想为部队和战友多做点事”
—探寻战斗英雄、老兵刘景瑞34年的拥军情结

■孙艳伟 王学宏 本报记者 周 远

最美退役军人

王玉福已经有些糊涂了，他不再
像过去那样，能清楚地记得每一个战
士的名字。他清楚记得的，就是 36年
来，他坚守的这条边境线。

1978 年，31 岁的王玉福响应国家
号召，退伍后加入北大荒生产建设兵
团三师二十二团开荒垦田。昔日老战
友陆续告老返乡，边防官兵换了一茬
又一茬，只有王玉福一直守在那里。
迄今为止，在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管辖的边境线上，王玉福已经送走了
21任连长、指导员。

从 1983 年开始，王玉福就一个人
在江口渔点安了家。说是“家”，其实
就是地窨子，夏天蚊虫咬，冬天风雪
吼。每年秋冬季节，渔点上的渔民就
搬进屯子里居住，等到来年 5月份再搬
回来。这时，只剩下王玉福一个人守
着江面。然而，用他的话说，这里是他
的家，守在这里，心里才踏实。

每次执勤路过渔点，官兵都会给
王玉福带去生活用品，再帮他劈几捆
柴火。王玉福总是拉着他们，拿出自
己最好的水果和点心款待大家。

官兵都说，王玉福的小屋像家一
样温暖。但对违法分子来说，王玉福
就像江面的寒风那般无情。

连队辖区每年 5月和 8月时形势最
紧张，经常有不法分子越境捕捞，挖山
野菜和人参，王玉福总能把情况及时
通报连队。

2001 年深秋的一个午后，连部对
讲机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王叔
被人打成重伤了！”时任连长李鞍钢赶
紧跑出营门，只见王玉福额头汩汩冒

着鲜血，身上的棉袄粘连着泥土被鲜
血浸透。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快！有
人要越境，快点带人去抓……”话还没
说完，便昏了过去。

李鞍钢带着执勤组到达界江时，
已不见越境分子的身影，只看见王玉
福的地窨子被翻得一片狼藉，门口赫
然躺着一把沾满鲜血的斧头。这时，
医院也传来消息，王玉福伤情比较严
重，需要做开颅手术。幸运的是，手术
很成功，他的伤势恢复得很快，伤愈不
久又回到了边防线上。后经派出所调
查，那一次正是非法渔民对王玉福曾
举报他们的报复行为。

几十年来，王玉福日复一日履行
着护边员的职责，足迹遍布边境线的
角角落落，靠着两条腿巡边近 12万公
里，为连队提供有价值信息千余条，劝
返和协助抓获的人员达千余人次……

过去通信手段比较落后，再加上界
江的巡逻路还未修通，王玉福每天观察
到的界江情况要等到勤务组来了才能
进行沟通。如果遇到突发情况，王玉福
只能徒步赶到连队，冬天有时顶风冒
雪，一路上不知要摔多少个跟头。为了
方便联系，连队给王玉福配备了一部对
讲机。他像宝贝疙瘩一样把对讲机包
了起来，只有巡边时才拿出来。

千里边防线见证深深鱼水情。有
一年，界江发大水，把王玉福的家冲垮
了，官兵搬来一块块砖帮他盖起了新
房。每年老兵退伍之际，王玉福就会
拎着几条鲜鱼来到连队，为大家包一
顿鱼肉馅饺子，退伍老兵都是含着泪
吃完他亲手包的饺子，踏上返乡的路。

36年如一日，义务巡查边境线近12万公里，

退伍老兵、护边员王玉福说—

守在界江边，心里才踏实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吴 昊 孙新民

1984年 8月 2日，我所在的连

队启程去宁夏靶场军训。20多个战

友挤在一辆闷罐车里，又闷又热，

穿着背心都受不了，站也不是坐也

不是，脸上的毛孔甚至因为出汗多

而有些疼痛。

经过一天的行程，到达兰州后，我

们继续一路北行。一觉睡到天亮，睁

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车外的风

景变成了啥样。果然，到处是褐色的

平缓山坡，山上连棵草都没有，一片阴

影立刻蒙上我的心头。

当部队赶到目的地时，眼前更是

一片荒原，满目皆荒凉！我们的打靶

场在荒原深处，车外光秃秃一片，无

边无际。车队在旷野中停下，大家准

备安营扎寨。我当时的职务是连队

司务长，负责后勤保障。炊事班挖坑

支灶，其他各班负责解决自己的住

处，地窝子就在大家的工兵铲下一点

点生成。别看战士们言语间大大咧

咧，可这会儿就像工匠大师一样，对

自己的“家”精雕细刻，1米多深的长

方形地窝子，10立方米大小，四壁垂

直，墙面光滑，再在上面盖好篷布，瞧

上去还挺像回事。

大家正在互相欣赏各自的“家”，

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横刮过来，瞬

时昏天黑地，沙尘刮得每个人都灰头

土脸。最气人的是地窝子的篷布被刮

松了，战士们不得不返工修理，又投入

到紧张的劳动中。

我和指导员住在车上，大风来时

左摇右晃，落一层土再平常不过。

荒原上温差大，中午热气腾腾，车厢

里就像是个闷罐子，可一到深更半

夜 ，盖着被子被冻醒也是常有的

事。夜晚我最担心的是野兽出没，

指导员却说，这里别说野兽，几十里

内人都难见到一个。但有一样东西

却蜂拥而来，就是苍蝇。它们的数

量实在惊人，布满整个车篷子，怎么

都赶不走。为了消磨晚上的时间，

我们以抓苍蝇为乐，因为晚上气温

低，苍蝇仿佛进入冬眠一般，一动也

不动，我一晚上能抓满一酒瓶。

一天夜里，狂风暴雨来袭，我和

指导员去巡夜，发现炊事班的地窝

子进了水，战士们各自缩在一角，挨

坐在一起。雨一停，他们立刻从板

床上跳下来，站在水中拿起自己的

脸盆往外舀水。

每天晚上，我睡觉时都要蒙上头，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抖落被子

上的沙土，吃饭也经常被沙子硌牙，就

是喝碗水，碗底也少不了一撮沙子。

当然，荒原上不只是风沙和荒

芜，也有蓝天和白云。上午是天气最

好的时候，特别是雨后，荒原犹如一

位淑女，娴静而温柔，天蓝得让人联

想到无边无际的大海，只不过比大海

平静得多。

在宁夏打靶训练50余天，连队创

下了打落两个靶标的战果。临别那

天，我们期盼返回驻地的同时，回望茫

茫荒原，心中竟有一丝不舍……

荒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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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73集团军

某旅组织官兵到驻地烈

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

缅怀先烈的不朽功勋，

矢志爱军精武，担当强

军重任。

陈坤丰摄

近日，王玉福向巡逻官兵介绍界河开化情况，共同讨论边境管控的重点

方向，制定相应措施。 雷 应摄

在靶场车房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