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云武

铜官的起落沉浮， 让人荡气回
肠。

一个地方，一个企业，一项事业，
乃至一个民族，总是起起伏伏，波浪
式前行的，这是历史的规律，任何力
量也改变不了。就像陶瓷，曾经是生
活的必需品，金属、塑料制品来了，它
就要退潮；就像书法，曾经是华夏读
书人的必备技能，电脑来了，写字的
人便少了。

但是， 先人的智慧不能白费，民
族的精华不能断送，而传承又不能勉
强、僵硬地为传承而传承，继承和发
扬总是分不开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代的扬弃， 也有一个时代的需求。就
像日常陶瓷进入冬季，艺术陶瓷的春
天却来了；就像作为传递信息的书法
没有了，作为文化艺术的书法却复兴
了。

所以，复兴之路，更应该是创新
之路、求变之路、改革之路，沿着时代
的潮流踏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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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当过兵的人……当时
也没有多想，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
定要把队友救上来……”

9月3日上午，记者连线正在大连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治疗的湖南永州籍
退伍军人黄超富。 回忆起十几天前的
那场险情，黄超富声音哽咽。

时间回到8月20日那个上午，停
靠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
六〇研究所码头的国家某重点试验平
台， 遭遇台风袭击出现险情。 危难之
际， 黄超富和11名抢险队员挺身而
出， 特别是当狂风巨浪将队友卷下大
海时，黄超富来不及多想，带着一根缆
绳， 一个鱼跃， 扎进了狂暴无情的大
海。 他使出全身力气试图把队员姜开
斌等从海里推上码头……

黄超富曾是一名优秀的国家海军
军人，退伍后一直保持军人本色。在回
到地方工作的20多年时间里，“我是当
过兵的人”一直是他的口头禅。部队锻
炼出来的钢铁意志和强健的身体素质，
让他成为了一个英勇的人民警察，哪里
有危险和困难，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不怕困难，敢啃硬骨头

黄超富，1958年12月出生在零陵
区珠山镇，1976年进入海军部队，
1995年，转业回到家乡永州。

“他最先来是在珠山做干警，这个
地方的工作不简单， 矿产多， 纠纷更
多，但他却不怕！”珠山镇派出所副所
长熊伟军给记者介绍。

黄超富曾是熊伟军的老教导员，
在一起共事多年。在熊伟军看来，黄超
富不仅是他的“老师”，更是他学习的
榜样。 黄超富不仅手把手教导所里的
民警做好业务， 同时总是带头冲锋在
一线，哪里最危险，哪里最麻烦，哪里
就有他。

“一次我们村和别人起了纠纷，两
边的人都拿出了鸟铳， 眼看一场‘大
战’就要发生，闻讯赶来的黄超富一个
箭步走到两拨人中间。”时任珠山镇坦
夫村支书的黄忠义回忆：“正是黄超富
奋不顾身，挺身而出，镇住了剑拔弩张
的双方。随后，在他的耐心劝说下，双
方的矛盾最终得到化解。如果他不来，
后果不堪设想。”

此后， 黄超富还先后在附近的石
岩头镇派出所任所长， 在珠山镇派出
所任教导员。 部队出身的黄超富做事
雷厉风行，敢作敢为。期间，他处理过
众多警情，服务了老百姓，也狠狠地打
击了当地的黑恶势力， 还因此获得了

“黄老虎”的称号。
今年年初， 黄超富被借调到第七

六〇研究所工作。

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他

“退伍回来的他就是跟别人不一

样，从来没看到他怕过什么。”这是很
多同事对他的一致评价。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黄超富。看到别人有危险，黄
超富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

2003年正月初二， 天寒地冻。时
任珠山镇派出所教导员的黄超富，在
石岩头巡查矿区的时候，发现矿区“尾
沙坝”决了口，洗矿废水汹涌而下，眼
看有垮坝危险。他来不及多想，不顾严
寒跳入废水中，用身体挡住决口。在他
的带动下， 其他工作人员一部分人跳
进尾沙坝和他一起堵口， 一部分人寻
找木石填埋决口。 经过一个多小时奋
战，终于将决口堵住，保护了矿区和作
业矿工安全。

在部队服役期间，黄超富也多次因
冒死救人，曾荣立二等功一次，嘉奖十
次。1982年8月14日， 大连制药厂的两
名工人在海上遇险。面对四五米高的大
浪和随时都有被大浪抛到礁石上的危
险，黄超富临危不惧，以惊人的毅力，一
次又一次与风浪搏斗。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顽强奋战，黄超富终于靠近了遇险群
众，使出全身力气把群众救下。

危急关头，一头扎进巨浪

“当时真的没有想什么，看到姜开
斌被卷进了海水中， 我只想把他救上
来……只是没有成功，太可惜了，这辈
子都不会忘记。”电话那头，躺在病床
上的黄超富， 没有讲自己如何在狂风
大浪中搏斗和救人， 没有提及自己的

伤势，更多的是在表达遗憾和悼念3位
逝去的队友。

“我一跳下去，就抓到了姜开斌。
我使出全身力气，想把他拉到岸上去。
看到他的头在不停地流血， 已经失去
了意识，加上风浪太大，来回五六次都
没有成功。 但我始终咬着牙， 不想放
弃。最后一个大浪打过来，就把我们打
开了……真的很可惜。 要是风浪没有
那么大就好了。”当时由于一手拉着缆
绳，一手拉着落水队友，和风浪搏斗，
黄超富整个人曾一度都被绞进了缆绳
中，差点牺牲了。医生介绍，他的双肩
肌腱拉伤、全身多处擦伤，急性中耳炎
还造成他右耳暂时听不到声音。

“黄师傅是第一个冲进大浪中救
人的，真的很英勇，几乎把自己的命都
搭上去了，真令人佩服。”贾凌军，参与
抢险的12人之一。他告诉记者，是黄超
富和大家先后救起他和董江。 在整个
抢险中， 黄超富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
用。

“我们是昨天才知道他伤得蛮重
的， 所以和妈妈今天凌晨二时才赶到
医院来看他。” 在黄超富女儿黄琪眼
中， 父亲一直都很特别， 既严肃又和
蔼，“像这次， 这么大的事开始都没告
诉我们，一是怕我们担心，二是怕给领
导添麻烦。”

在采访最后，黄超富动情地说，自
己是从部队出来的， 深知一切都是党
和国家给的。当队友遇到了危险，他没
有其他选择，只有挺身而出！

湖南日报记者 周云武

记者曾经在一篇报道中写道：“铜
官，铜字有口，官字有双口；古街有街
口，有巷口；码头有风口，船头有浪口；
古窑有窑口，陶器有壶口。但铜官静静
地坐卧在湘江岸边，不说话。”

这一次，铜官又开始说话了。铜官
一开口，就是气吞江河，撼动万里！

8月28日， 在长沙市望城区铜官
街道， 神秘的铜官窑古镇正式开门迎
客。这个投资上百亿元的项目，由于再
造了一个110万平方米的古镇， 引来
全国各地及东南亚等地近5万人云集，
铜官再次让世界注目。

9月1日，记者驻足新建的铜官港
口码头，望着缓缓北去的湘江，心潮随
碧波涌动：铜官，从来就与众不同，说
它独一无二也不为过。

辉煌不是基础，而是过去

提到铜官，谁也绕不开“黑石号”。
关于“黑石号”的故事，记者这里

只摘录两个片段：
2017年3月7日，美国纽约举办了

一次题为《海洋的秘密：唐代沉船与亚
洲早期贸易》的展览，展会评价：用长
沙铜官窑所产的瓷器， 向美国人讲述
航海大发现之前数百年就已存在的

“全球化”故事。
2017年12月9日，在“黑石号”文

物专家鉴定会上， 北京故宫博物院器
物部主任、 研究员吕成龙举起手中的
一件陶器说：“我手里拿的这件文物，
名叫青釉褐斑模印花壶， 上面的花纹
是西亚地区的椰枣树叶， 不是国内的
树种， 反映了当时铜官窑瓷器外销这
一典型特点。”

提到铜官，谁也绕不开陶瓷。
长沙铜官窑被挖掘发现之前，史学

和陶瓷界普遍认为：唐代越窑青瓷与邢
窑白瓷是唐代陶瓷的代表。铜官窑遗址
被确认为世界釉下彩瓷的发源地之后，
打破了邢越二窑双足鼎立的格局，成

“南青北白长沙彩”三足鼎立，在世界陶
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提到铜官，谁也绕不开制造工厂。
让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中国制

造”， 其实以铜官为基地早就名扬海外
了，“黑石号”证明了一切。据专家统计，
铜官陶瓷从古至今已发展成为7000多
个品种，分为日用陶瓷、建筑陶瓷、工业
陶瓷、艺术陶瓷、炻瓷5个大类。

这里我们单说说炻瓷。
上世纪70年代，铜官展开了炻瓷

大会战，多方参战，反复试制，获得成
功。1975年批量投产， 当年出口50万
件， 并首家打入美国市场。1985年产
量达7000万件，千年古镇的陶瓷产业
再现辉煌！1987年， 借着强劲的发展
势头，实行“并购重组”，成立“湖南省
铜官窑陶瓷总公司”，下辖8个工厂，职
工逾6000人，成为我省最大的集体企
业之一。

然而， 市场的运转从来就不讲情
义。 金属制品、 塑料制品横扫城市乡

村，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铜官陶器
产业满载千年沧桑凄然退潮……留给
未来的，是一条漫漫的复兴之路。

复兴不是走老路，而是
创新之路

历史的机缘巧合常常令人无法解
释。

于是， 有思想的哲人便给出了这
样一个答案：上帝关了一扇门，一定会
为你打开另一扇窗。

正是铜官陶器走向萧条的时候，
1998年，“好事者”在印尼勿里洞岛海
域打捞出“黑石号”， 船上竟然有
67000件中国唐代陶器，其中56500余
件来自铜官。

历史给铜官打开的这一扇窗，惊
艳世界！

“我们要对得起老祖宗！”这是现
任铜官街道党工委书记周志国多次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 好几位目前在
铜官创业的陶瓷大师也这样跟记者说
过。

复兴， 首先就是从这一批大师手
上干起来的。

雍起林，上世纪60年代起在铜官
陶瓷总公司研究所从事艺术陶瓷设计
制作， 作品多次获全国大奖。 铜官沉
寂，让他心痛流泪；“黑石号”的消息，
又令他振奋不已，彻夜难眠。

“陶瓷不能沉默，铜官不能沉默，
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做点什么。” 退休
后，他亲手创作了大型艺术煨缸，比同
行的缸类容量大出4倍以上， 被誉为

“中国第一缸”！2011年10月， 尽管已
75岁高龄，他依然“赶潮”成立了雍起
林陶艺园工作室。 既然日用陶瓷没有
市场，那就闯出一条创新之路。如今，
工作室以伟人毛泽东为主要系列的红
色题材陶瓷作品， 受到国内外广为青
睐。

还有一批，辉煌时曾在铜官从艺，
萧条后不得不外出谋生， 后来又回到
家乡创业的大师。

当年的陶瓷总公司是没有了，8个
厂也支离破碎。但这一批大师回来了，
外地的大师也慕名入驻， 更多的年轻
技师成长起来了。在他们的带动下，大
大小小的陶瓷企业已注册150余家，
陶瓷年产量又恢复到了1000万件。

更为可喜的是，这1000万件已不
再是当年简单的日用品， 而是以艺术
陶瓷为主体的创新产品。

铜官陶瓷的复兴之路， 已迈开了
创新发展的时代步伐！

复兴的不仅仅是产业，
更是文化

铜官之所以如此受国人关注和牵
挂，是因为文化。

铜官有两项国粹级文化： 陶瓷不
说了，另一个是书法。现今书法大家到
铜官的书堂山来，是要朝拜的。这里是
楷圣欧阳询的故乡。

铜官文化之厚重，可见一斑。
当地人将铜官文化挖掘收集整

理，归纳成11种文化，颇有代表性的

如地域文化、古迹文化、红色文化、陶
瓷文化、书法文化、诗词文化等。其中
有一些，已经成文章，成书本，成歌曲，
成舞剧，成电影。但是，文化的复兴，光
有概念、理念、体系、形式还不行，还得
有平台，有载体，融入产业，进入百姓
生活。为此，无论是望城区委、区政府，
还是铜官街道党委政府， 可谓是不惜
一切，排除万难。

台湾莺歌镇，被誉为“台湾的景德
镇”，已有200年制陶历史。这里的陶
瓷，闻名世界。

从2012年开始，省、市、区、镇层
层出动， 促成铜官与莺歌缔结友好文
化古镇。

2014年5月8日，来自海峡两岸的
文创名人、陶瓷专家会聚铜官，由铜官
和莺歌两位陶艺大师取自两地陶土合
作而成的“浴火凤凰”惊艳亮相，湘台
文化创意产业园也在铜官正式落地。

这个产业园由4部分构成，今年8
月28日开园的长沙铜官窑古镇是其
中的一个部分。仅这个部分就有8大博
物馆、5大演艺中心、3个星级酒店、20
家民宿客栈、18处人文景点、4大亲子
游乐项目， 还打造了5D影院等6大娱
乐体验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王志强

9月3日， 黄其焕发动汽车，
兑现对家人的承诺———送刚考
上大学的孩子去报到。 从警12
年， 这位娄底市娄星区涟滨派出
所民警第一次休年假， 而这次年
假的原因是负伤休养。

几天前， 娄星区桑塘街茅
塘社区， 发生一起持刀劫持人
质案件，值班民警黄其焕“以身
换人质”，独自与持刀歹徒生死
周旋5小时，身上留下20多处伤
痕。

一个英雄的诞生不是偶然。
翻开黄其焕的警察履历， 一串串
醒目的数据，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反复验证着这一论断。

“新同事竟是破案能手”

娄星区涟滨派出所，位于娄
底市城乡接合部，辖区内有1.7万
常住人口、15万流动人口、100余
家企业、4所学校。这里城乡道路
纵横交错、地广人多、环境复杂，
而民警却只有16人。

2006年，刚从部队转业的黄
其焕加入了这个集体。 当时，涟
滨街道正被一连串飞车抢劫案
扰得不安。“飞车党”机动灵活的
作案方式，让民警“头大”。

“不仅要迅速将罪犯捉拿归
案， 而且要杜绝飞车抢劫的势
头。”黄其焕暗自下定决心。

黄其焕整理所有“飞车案”
资料，经过案情对比和受害者人
群分析，他发现了规律：作案地
点多为僻静小路，案发多在清晨
和黄昏， 受害者集中在挎包女
性，作案工具均为无牌无照摩托
车。

摸清规律，事半功倍。经反
复现场勘察，黄其焕选出几个案
件频发地点“守株待兔”。

连续几天，黄其焕带人躲进
草丛、蹲在巷尾、守住路口，却未
发现任何踪迹。

“根据作案心理，一个地方
作案成功率高，嫌疑人必定会优
先选择。”黄其焕没有泄气。

一周后，在娄星北路，两名
年轻人骑着摩托车，一把抢过路
边行人的挎包， 并把人拖拽倒
地。当他们进入拐角时，被蹲点
已久的黄其焕逮个正着。

黄其焕没有“善罢甘休”，审
问、调查、暗访，陆续抓获10余
名“飞车党”， 打掉2个犯罪团
伙，辖区内“飞车”抢劫案从此绝
迹。

通过这个系列案件，搭档聂
笃定对黄其焕刮目相看：“新同
事竟是破案能手！”

“只要敢犯罪，天涯
海角抓你”

基层民警必须练就一身“万金
油”的本领，东家丢了狗、西家进不
了门、夫妻吵架、老人迷路……大
事小事忙得“溜溜转”。

原本家住双峰县的黄其焕，

为了方便办案，离开妻儿，干脆把
家搬到了派出所。

所长王新杰介绍： 每天每班
有15个左右出警任务， 我们的人
总是从一个案发现场赶赴另一
个，几乎没有停歇。

有一次,三塘街一家清吧内，
两名男子发生持刀冲突， 一人被
砍伤头部。当时，所有值班民警均
在外办案。 酣睡中的黄其焕接到
临时通知，像弹簧般跃起，提着一
件衣服赶赴现场。

听到警笛响， 持刀男子停止
行凶、转身开溜，受伤男子幸免于
难。 他动情地感叹：“幸亏警察及
时赶到，不然后果难说。”

现场人员杂乱、无监控视频，
行凶者无法确定身份。 黄其焕找
目击者逐一谈话， 比对刑释解教
人员，查阅相关案件。通过地毯式
清查和数据轨迹分析， 他后来成
功将嫌疑人抓捕。

在搭班辅警易龙看来， 黄其
焕处理案件有一股子“不到黄河
心不死”的劲头，“只要敢犯罪，天
涯海角抓你！”

12年来，黄其焕参与侦破10
余起大案要案， 破刑事案件240
余起，接处警12000余起，调解各
类纠纷矛盾9600余起。2017年，
他被娄底市公安局授予“破案能
手”称号。

“他对家人的柔情，
不用言语”

去年5月23日， 妻子刘昭霞
发了一条朋友圈微信： 在沿河路
散步时遇一老人落水，“旱鸭子”
跳下救援，幸得路人相助，老人无
恙。言辞中，既有满满的自豪感，
又有对黄其焕的深深担忧。

黄其焕是真正的“旱鸭子”，
不会游泳。

“要不是看到这条朋友圈微
信， 黄其焕勇救落水老人的事情
现在都无人知晓。” 所长王新杰
说。利用休息时间救人，所里打算
给他申报见义勇为。“我是人民警
察， 都是该做的， 有什么好申报
的。”黄其焕的一句话憋得王新杰
无言以对。

在黄其焕心中， 群众的安危
高于一切，对家人的关怀却“排名
靠后”：结婚18年，他从未与妻子
出门旅游；孩子喜欢看电影，答应
多次却多次“放鸽子”；少之又少
的回家时间，常常随时紧急归队。

“我一个搞艺术的，碰上满脑
子工作的老公， 简直跳进了一个
大坑。” 刘昭霞偶尔也会抱怨，但
也是最心疼他的人。“他对家人的
柔情，不用言语。”她说。

每年双抢时节， 哪怕通宵办
案， 黄其焕都会抽出睡觉休息时
间回农村，帮父母收割稻谷；每次
出差， 他都会挑选一把好看的梳
子送给妻子，他说“在古代，梳子
是定情信物”； 每年春节期间，即
使再忙， 他都会回家匆匆见上一
面，给孩子送礼物……

45岁的黄其焕， 穿上警服，
是群众的英雄；脱下警服，是家人
的英雄。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马翔 ）9月3日，
湖南日报和新湖南客户端分别
刊发了《“我是警察，放开他，让我
来！”》、《以身试险换人质 娄底民
警黄其焕的惊魂5小时》 两篇报
道，在娄底迅速引发强烈反响。大
家纷纷表示， 黄其焕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危难之际挺
身而出， 为新时代人民警察作出
了最好的注脚。

闻听黄其焕的英雄事迹后，
娄底市委书记李荐国第一时间
作出批示： 民警黄其焕同志挺身
而出、不怕牺牲的英勇之举，彰显
了娄底市广大公安民警的英雄
本色，值得学习。娄底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王成良要求相关
部门做好组织慰问、伤情治疗、宣
传推介等工作， 发动广大党员干
部学习黄其焕的精神。 娄底市公
安局召开党委会议， 肯定了黄其
焕的先进事迹， 并积极向上级申
报记功。

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华菱
安赛乐米塔尔、五洲集团、星期
六酒店等当地企业负责人来到

涟滨派出所，向黄其焕送上“和
平时代真英雄”“孤胆英雄、无畏
先锋”等锦旗。一位企业负责人
感慨地说：“向英雄致敬！正因为
有黄其焕这样一群民警的默默
付出，守卫了万家平安。”湖南人
文科技学院学生张可在读了报
道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她说：
“岁月静好， 是因为有无数像黄
其焕一样的人在负重前行。他们
用信念照亮黑暗，用正义抵抗邪
恶，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开
学第一课’。”

茅塘社区居民刘卫红目击
了黄其焕主动置换人质的全过
程， 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歹徒的刀随时可以要人性命。
黄其焕舍身置换人质， 铁骨铮
铮、让人敬佩！”网友“围观者”留
言：“舍己为人真汉子，英雄就在
我们身边。” 娄底市公安局巡特
警支队三中队教导员彭云，是此
次营救人质的亲历者。他说：“菜
刀抵在脖颈上，他与歹徒生死周
旋5小时， 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和
业务能力，展现了一名人民警察
的良好风貌。”

退伍不褪色 危难显忠诚
———记“8·20”试验平台事故救人英雄黄超富

———湖南特色产业小镇巡礼

起风云 铜官———开辟一条复兴之路

一身警服 一生热爱
———娄星区涟滨派出所民警黄其焕

的侠骨柔情

“英雄就在我们身边”
黄其焕事迹在娄底引发强烈反响

8月28日，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古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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