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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司念伟

巍巍昆仑，巨龙穿梭。50年前，近2万名中国子弟兵
参与修筑中巴喀喇昆仑公路， 在生命的禁区拉通了
1032公里“天路”。13年间，中国共有168人献出宝贵生
命，其中88人长眠在1978年建成的巴基斯坦吉尔吉特
中国烈士陵园。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称他们是“巴中友
谊奠基人”。

山川阻隔。40年来，援巴烈属及老兵难以出国为亲
人扫墓， 成了他们心中的隐痛与梦想。 今年清明节前
夕，湖南日报社和中巴友谊传播有限公司、中国路桥巴
基斯坦办事处等牵头组织9个省份的24位烈属、14名
老兵，首次踏上异国集体扫墓圆梦之旅。

4月3日，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接见了援巴烈属、老
兵代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称赞此次活动“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

上篇 悲壮与豪迈

吉尔吉特中国烈士陵园，坐落在喜马拉雅、喀喇昆
仑和兴都库什三大山脉的交界处。 田念胜等14名援巴
老兵和岳阳志愿者伍玉龙、吴群、金力等，为88座烈士
墓一一盖上国旗，“让英烈们感受祖国的温暖”。

跪在父亲高守勤墓前， 江苏东海县烈属高军哭着
说：“爷爷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葬在朝鲜。奶奶本不同
意父亲当兵， 已经结婚并有了女儿的父亲软磨硬泡到
了部队。他回来探亲时，我还在母亲腹中。谁料到，他返
回部队后就牺牲了。”

自古英雄出少年。 烈士方忠是安徽省桐城市人。
1976年12月，军人出身的父亲把方忠送到喀喇昆仑公
路工地。次年，他牺牲时年仅21岁。河南平舆县烈士王
志願，牺牲时也只有21岁。

湖北省黄冈市烈士汪世安，原是一名赤脚医生。听
从祖国召唤，他毅然入伍修路。回家探亲，刚订完婚，他
就被部队紧急召回，不料中途被滚石砸中，坠落悬崖，
年仅25岁。

何新洪烈士是四川省中江县人，1949年10月参军，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后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勤部，
被部队评为“百公里节油”能手。1973年主动参加援巴公
路建设，1975年12月26日，被滚落的巨石砸中……

烈士韩官是山西省浑源县人， 入伍前在大同市某
机械厂任技术员。1961年入伍，1964年退役后分配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1968年参加援巴公路建设，
在一次排爆任务中，哑炮突然爆炸……

烈士周洪江， 原是陕西省路桥总公司第六工程队
队长。1974年，39岁的他抛下10个月大的儿子，主动申
请参加喀喇昆仑公路建设。1977年3月12日，他和战友
在电钻作业时发生意外，与妻儿永别……

看到巩洪康烈士的墓碑， 老兵杨述今老泪长流。
1976年2月8日，江苏省邳州市战士巩洪康和战友正在
筛沙，突遭疯狼袭击。危急时刻，巩洪康一把铁锨砸中
疯狼，却被咬中胳膊。不久，巩洪康被诊断为“狂犬病”，
却没有治疗的药物。怕犯病时伤着战友，巩洪康强烈要
求把自己关在铁笼子里，就这样牺牲了……

烈属们的泣血诉说， 让记者明白：1976年10月10
日发生的“大塌方”，是援巴修路过程中最惨痛的一页。
上去两个排， 牺牲了25人， 只找到两具残缺不全的遗
体。“我哥周明安19岁入伍，那时我才3岁。”湖北省黄冈
市烈属周银安告诉记者，“筑路期间， 黄冈有7人牺牲，
其中5人是‘大塌方’中牺牲的。”让我们记住他们不朽
的名字：张久林、林瑞华、尹和海、王庆春、周明安。

无独有偶。记者了解到，河南省濮阳县的郑顺星、
汪扬修、丁善顺、韦金银、张付锁5人也在“大塌方”中牺
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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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不老，亲情长存。
湖北黄冈市烈士张久林的父母一直坚信： 老房子是

儿子回家的路。小儿子在县城买了房，想要两位老人搬去
同住。老两口坚决拒绝：“老家不能没人，不然久林回来了
找不到家。”为了儿子的回家路，老屋门前的水塘、屋后的
小院，30多年没有变过样。

无数个夜晚的门响，两老都在梦中惊醒：久林，是你
回来了吗？

巍巍昆仑，连接的是中巴情谊。3月30日，当飞机降落
在拉合尔机场时， 烈士郑顺星的侄儿郑春波泪流满面：
“88位伯伯们，我来了！跟着您的战友们来了！跟着您的父
母来了！ 跟着您的兄弟姐妹们来了！ 对不起， 我们来迟
了！”

爷爷打小就告诉郑春波的爸爸：“在巴基斯坦， 除了
顺星，我还有87个儿子，你还有87个兄弟。”1988年，老人
家带着对儿子无尽的思念走了，郑春波一直记着这句话。

2017年8月， 郑春波见到了为大伯守墓的阿里·艾哈
迈德和曼祖尔，祭拜伯父的念头再次涌起。得知赴巴基斯
坦祭奠英烈活动将举行，他立即报名。

初夏的阳光从陵园的叶隙中洒下， 照亮了烈属韩颖
眼角的泪花。为了祭奠长眠于此的爷爷韩官，韩颖多次寻
找援巴老兵的信息。田念胜获悉后，兴奋异常：“烈士有了
孙子，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伏在爷爷的墓碑上，韩颖流涕呼号：“爷爷，我毕业后
就到您曾经工作过的兵团农九师去， 做新时代的兵团
人！”

苍松翠柏掩映着吉尔吉特中国烈士陵园。 圆梦巴基
斯坦的周银安，不但祭拜了哥哥，还代替湖北黄冈市其他
烈属，祭奠了长眠此地的6位烈士。

天不老，情难绝。“既激动又兴奋。激动的是喀喇昆仑
公路成了‘一带一路’的光明大道，兴奋的是祭奠了离别
40多年的亲哥哥， 他用年轻的生命守护着中巴友谊。”占
东生烈士的弟弟吴家斌说。新疆援巴烈属王德新，也终于
圆了祭奠哥哥的多年心愿。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今天，宽阔平坦的喀喇昆
仑公路，正成为活跃的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一带一路”的
好通道，更成为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最好见证。

援巴英烈们，安息吧！

中篇 苦难与坚强

下篇 感恩与梦想

� � � � 4月4日， 巴
基斯坦吉尔吉特
中国烈士陵园，
援巴老兵向英烈
敬礼。 姜蔚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吴婕

自3月23日起，本报推出的10篇“齐家有道———湖
湘先贤伟人故事” 系列报道引发了众多读者与网友的
热评点赞和深层思考。4月11日， 该系列的第11篇报
道———《黄克诚：干部的家风影响着党风政风》顺势推
出，好口碑一如既往。

“梳理好湖湘家风，借古鉴今，为后世
点亮家教的明灯”

“文字朴实暖心，细节生动感人。黄克诚作为共和
国大将，哄孩子用得最多的一招是‘给块糖吃’，他的

‘三不家规’留给后人更多的是精神财富。这是一个朴
实低调、严格自律的父亲，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一
名80后年轻爸爸深有感触地说。

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黄兰香仔细阅读过
每一篇报道。她激动地说：“‘齐家有道’系列报道，让优
良家风重焕光华，滋养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为这组出
色的报道真心点赞！”黄兰香透露，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家庭文明建设， 省妇联也非常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
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作用，联合省文明办把

“家风建设” 纳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范畴。希
望全社会共同携手，学习与传承良好家风，在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征程上踏歌前行。
不少专家学者对这组系列报道也给予了充分肯

定。曾国藩研究会办公室主任刘建海认为，“齐家有道”
系列报道是向大众诠释为何近代湖南能英才辈出、成
就辉煌的一份优秀答卷。 他说：“湖湘先贤伟人由良好
家风培育而来，如曾国藩家族的‘八本家训’便是曾家
百年树人的准则基础。梳理好湖湘家风，借古鉴今，为
后世点亮家教的明灯。” 中华孝文化学会会长任国瑞
说，读了“齐家有道”，很喜欢这个系列报道，很崇尚这
些典型家庭， 也很认同这些家风传承。“这个系列报道
侧重于湖南古来的先贤和现当代的前辈伟人家风，具
有典型意义和时代意义。每一篇文章文笔优美，娓娓道
来，将美好家风与感人故事融于一体，或振聋发聩，或
润物无声，蓬勃的道德力量从字里行间喷薄而出。周敦
颐‘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王夫之‘修身读书’的故事，
黄兴‘笃实无我’的家训，罗荣桓‘不要忘本’的告诫，谢
觉哉‘共产党的人子女无特权’的情怀等等，是何等真
实而生动的教材啊!”任国瑞说。

“这组报道有浓度，有温度，有高度”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齐家有道———湖湘先贤伟

人故事” 系列报道在新湖南客户端的点击量已近55
万，多篇报道相继被人民网、搜狐网、凤凰网、新浪网、
求是理论网、中国军网等主流网站转载。张家界市党史

研究室干部黄真龙说：“先贤伟人从灵魂中流淌出的文化
基因，焕发出跨越空间、穿透历史的力量。‘齐家有道’系列
报道中，那些叱咤风云的先贤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家
风，那些影响深远的家训的强大感召力，那些质朴的语言
能令相隔百年的后人灵魂自省，使我惊讶。”

“文化长征”活动发起人、中国长征精神研究院院长罗范
懿感叹道：“‘齐家有道’可谓别开一‘家’，博览众‘家’，引导大
‘家’。‘家’这个小单位组成了大社会，是幸福、成功、造化的起
点与终点。此组系列报道集湖湘先贤‘众家’，让读者熏陶‘大
家’文化，再以罗荣桓等伟人故事的丰厚内涵，道出困守亲情
是‘小家’，走出亲情成‘大家’的道理。个个小故事蕴含深刻
‘家’的哲理文化，真正使人从‘家’中悟道。”

“百行德在首，品洁人自高。‘齐家有道’系列报道用湖
湘先贤伟人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关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论述，我读后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深感齐家之道，贵在立德。”省人民政
府参事、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张志初感言道：“伟大母
亲葛健豪常告诫儿女，修好大德，方可成就大业；新中国成
立初期就担任国家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后又任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一直心底无私，秉公用权；罗荣桓元帅弥留之
际，把家人叫到身边，留下了最后的嘱托：‘我没什么遗产，
只留下一句话： 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 永远干革
命！’……这一组系列报道有浓度，有温度，有高度，有助于
我们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立德修身，砥砺前行。”

好家风,澎湃道德力量
———“齐家有道”系列报道广受称赞

喀喇昆仑山雪峰。（资料图片）

4月4日， 巴基斯坦吉尔吉特
中国烈士陵园。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摄

1976年10月，亲友日思夜盼，等着张久林回乡。入
伍4年，张久林还没有回过家。迫不及待的家人把新房
都布置好了———家人和他约定， 探亲时顺带把婚礼给
办了。

等啊等啊，人没回来，等来的却是牺牲的噩耗。苦等4
年的未婚妻晕倒在地，父亲张仁吉老泪纵横、一夜白发。
母亲林桂枝肝肠寸断、泪流成河，每逢夜深人静，抚摸着
儿子的遗物捂被啜泣， 闲下来就跑到儿子的衣冠冢前哭
一场，日复一日，右眼完全失明。

每一个援巴烈属，都有一段令人痛心的回忆。河南濮
阳县的郑顺星，新婚后牺牲在公路建设工地。他永远不知
道的是，在他牺牲前后，自己的弟弟、母亲接连去世。为了
不给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再添伤痛， 村支书在收到部队
寄来郑顺星的遗物后， 忍痛没有把他牺牲的消息告诉他
父亲，直到实在无法隐瞒。

苦痛的背后，也书写着援巴烈属挺立的大爱。
作为遗腹子， 高军在父亲高守勤牺牲3个月后出生。

“从来没看到过父亲，祖坟山上也没有他的坟墓，只知道
葬在巴基斯坦。”不惑之年的高军，情到深处泪涟涟。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27岁的
马步兰悲痛欲绝。在高军记忆里，多次撞见
母亲躲在无人的角落痛哭。父亲的战友劝说马步兰
改嫁，她硬是没有松口，独自一人拉扯一双儿女。40多年
来，高家人从没有向政府伸手要过援助。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劳力，从12岁开始，高军就开始下
地干活。 从华北石油财经学校毕业后， 他到了乡政府工
作，家里日子才逐渐好起来。

新疆援巴烈属何翠菊、 何翠萍， 是烈士何新洪的女
儿。相对而言，牺牲的地方距家里不远，然而，家人的思念
之路，却显得异常漫长。

何新洪牺牲后， 妻子一手撑起了破碎的家。“她又当
爹又当娘。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借钱让我们读书，还要承
受生活的苦难， 思念父亲的泪水经常不由自主地流下。”
姐妹俩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43年了，我们只能在梦里拥抱父亲。但我们知道，父
亲在那里也惦记着我们一家。”姐妹俩含泪诉说。

4月，怒放在喀喇昆仑公路边的三角梅，似乎在倾听
着每一位烈属的深情呼唤……

� � �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记者 周小雷）日前，省
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联合下
发文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从2018年1月1日起，
将全省城、 乡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统一调整为
每户每年不低于12000元，省、市、县三级财政负
担仍按原渠道和比例不变。

全省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征兵任
务情况适当提高优待金标准， 超过每户每年
12000元标准的资金由各地财政自行负担。

据悉， 之前城镇籍户口的义务兵家庭优
待金每户每年的标准是12000至15000元，农
村籍户口的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每户每年的标
准是4500元至6000元。今年起，城乡统一至最
低标准12000元。

此次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调整政策从2018
年起开始执行，2017年入伍的义务兵同样享
受此项政策，同时，2016年入伍的义务兵可以
享受一年的此项政策。

我省义务兵家庭
优待金标准

不低于1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