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元旦，习近平
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提到
了值得永远怀念和学习
的 “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为保护国家试验平
台挺身而出、 壮烈牺牲
的黄群、宋月才、姜开斌
同志。

在中船重工七六0所
抗灾抢险英雄集体中，
有 3位湖南老兵———姜
开斌、黄超富和刘子辉，
他们都是在祖国需要的
时候挺身而出、 报效国
家的退役军人；他们，都
是英雄。

谨以此文纪念中船
重工七六0所英雄集体
抗灾抢险和姜开斌烈士
牺牲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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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部队近30年的姜开斌当初瞒着家
人去应聘， 是听说他们要去的国家某重点试
验平台叫“小黑”，那个在海上驰骋的大家伙，
跟他服役时驾驭了13年的老伙计很相似。它
雷霆般的神速，鱼翔式的寂静，充满威慑，是
科学与装备的完美结合， 是意志和品格的高
度凝练。 就在那一刻，61岁的姜开斌决心坚
定：去，朝海风吹拂的方向奔“小黑”。

一同朝大海方向奔跑的， 还有姜开斌曾
经的战友、湖南老乡黄超富和刘子辉。

5个月后，2018年8月20日，“小黑” 遭遇
一场灾难。

那是怎样的险情？ 突然扑来的四五十米
高的巨浪排空而起， 漫过3层楼高的值班室，
拍打在后山的岩石上。码头上，风浪像一头发
狂的怪兽。一排大浪劈来，7.5吨重、坐着4个
人的铲车如在水里漂。单位片区，大片树木被
连根拔起，6平方米的水泥板被掀飞到10多
米外，地上的金属架被拧成“S”形抛入海里。

这不是好莱坞大片的特技镜头。 一场超
大台风“温比亚”台风过境大连，狂风呼啸，暴
雨倾盆，狂风卷着海水，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
擎天水柱，不断撞击着、威胁着停泊在码头的
“小黑”。

“嘭”“嘭”先后两声巨响，蹦断的缆绳像
一根面条瞬间撒向高高的乌云。试验平台上，
保障员刘子辉接连发出紧急信息：1号系缆桩
受力过大严重变形断裂，缆绳脱落！首部缆绳
吃紧！2号缆绳双系缆柱断裂……

10时20分，平台上8根系缆柱已有4根断
裂，缆绳脱落后的“小黑”在巨浪的冲击下，开
始大幅起伏和摇摆， 剧烈摇晃超出极限倾斜
度！“小黑”也许会瞬间崩离码头，如脱缰的野
马，触礁倾覆，毁损翻沉。

不！
紧急关头，黄超富忘记了自己年过花甲，

身上有伤；刘子辉忘记了身在平台，正被别人
救助；姜开斌似乎想都没想，与同在码头值班
的黄群、宋月才等12名同志奋不顾身、毫不犹
豫地冲向码头，加固试验平台缆绳。

他们朝码头、朝风浪———冲去！冲向最需
要又最危险的位置！

接踵而至的巨浪先后将7名人员卷入海
中，最终4人获救，黄群、宋月才、姜开斌3名同
志壮烈牺牲……

2019年3月底，常德，姜开斌家。女儿
姜微反复说：“半年前， 我和爸爸通话，他
兴奋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

“6月2日，我们去修船厂，看到‘小黑’
了；6月16号，我们回大连，准备迎接改造、
修整好的试验平台归来。你不知道，迎‘小
黑’回家，就像当年盼着你妈带你来部队
一样，我那个望眼欲穿哟。‘小黑’接回来
了，我们穿着脱不下的迷彩工装，恨不得
天天都钻进平台摸索探索， 尽快熟悉系
统，早日跟改装好的设备融通对话。”

“———从爸爸每次电话兴奋的口吻
中，我知道，他一辈子追求在平凡琐碎中
体现价值。可我无比悲哀：无论我们怎么
爱他，他还是爱他的大海；无论我们怎么
拉，他不干好他想干的事、还清他的‘账’，
就别想拉他回来。那天，我孩子是真想他
了，不假思索地说：爷爷对‘小黑’的爱超
过了我们。孩子突然追问：‘小黑’是谁？我
只能如实地指指电视柜上的模型告诉他：
是军舰。”

“海，是爸爸一生的梦，他从没忘记大
海。他说过：当海军、奔大海，谁没有海洋
强国梦？从三湘四水到渤海之畔，爸爸说：
梦里都想它啊，就想那一抬头就能看到大
海的地方。”

“2018年7月， 我们一家来到爸爸身
边，白玉塔、胜利塔，游得好开心。来到离
爸爸原来的部队所在地不远的地方，他却
止步了。我和妈妈都不吭声，知道他心中
那块心病。不干出点样子来，他是不会轻
易回他心爱又歉疚的部队的。”

“那天妈妈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这个
家欠你爸的，我们都欠他的呀。国家送他
上军校，培养一个机电长不容易，学成归
队后七年，正是理论转化成实践、实践上
升为理论的跨越阶段；七年，又是出经验、
出成果，回报国家和军队的时候。领导都
留他，他却无奈选择转业。不止一次，他梦
里都在问：怎么退后方回家了呢？欠账，一
份巨大的欠账，感情的、精神的，灵魂的、
永久的。怎么还？你爸呀，他用生命去兑现
承诺，用余生去报效国家。”

姜开斌和黄超富、 刘子辉是2018年第1批
在大连七六○所南码头集结报到的。

刘子辉感慨：“我和斌哥同一天参军， 同一
天转业；和老黄一艘战舰，同一天出海，同一天
返航。‘若有战，召必回。’重返战位又一同出发。
这人缘情缘，大到永远！”说着过往，拍着胸膛，
搂着肩膀，三人仿佛回看到彼此青春的光芒。姜
开斌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眼前闪现着他一路走
来、青春无悔的追求———

青岛学校受训时的懵懂和单纯；
第一次上战舰时的兴奋和激动；
武汉海军工程学院求学时的饥渴和专注；
第一次授衔时的自豪和喜悦；
身为机电长远航时的指挥若定；
二等军功章被慎重庄严地挂在他胸前……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这时候，铃声响

了， 姜开斌的手机传来外孙稚气的声音：“你再
不回来我就不要你了。”孩子的情绪明显是硬撑
的，英雄气的话刚说完，就“哇”的一声在电话那
头哭开了：“爷爷，你回来。我病了，发烧。”

什么，又发烧？姜开斌在电话里跟妻子说了
一阵，放下电话喃喃地念：“小家伙爱踢被子，我
睡得浅，能及时盖上。可我一走……唉，揪心的
是怕像他妈小时候，一发烧就抽搐，吓死人了。
唉，真有点扛不住了，如果女儿是我的最爱，这

外孙就是我的命！”
“斌哥，过几天孩子就忘了，再过几天孩子

就大了。扛过些日子，咱就赢了，你就打了一场
最大的胜仗！”

“这辈子我欠你嫂子的太多，老伴老伴，我
也想好好陪陪她。女儿一下给我添两个兵，也确
实需要我这老兵带带。关键是，我那大外孙天天
缠着我，离不开我。当然,我也离不开他，那个小
东西哇……”

刘子辉盯着姜开斌：“未必你还想回去？这
刚来，算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们想说算逃兵！”姜开斌往最狠
的话上接。刘子辉赶紧两手一挡：“别别，当兵的
最怕这两字！只是……”黄超富心有灵犀，接过
话：“当年，你为女儿提前转业，欠账一辈子。这
回你是来还账的，再又为外孙回去？两回的账，
可没时间、也没机会再还。”

姜开斌望着两位老战友长叹一口气：“还是
你俩懂我，不能走！当过一天兵，永远是军人。这
‘逃兵’二字最可耻！”

姜开斌断了自己的退路。
“好，我们谁都不许退！”黄超富的手掌伸过

来，刘子辉用手掌接上，第三个手掌再坚定地搭
上来，最重的一击。只是两战友明显感觉那手掌
在微微颤抖……

宋月才知道老兵姜开斌， 是因当年一个试
验前姜开斌破釜沉舟写遗书，成了军港佳话。

那是1987年3月。那次试验中，一天深夜主
机电舱突然有水管爆裂， 水流像子弹一样射出
来。这里是战舰心脏，一旦被淹受损，会造成动
力瘫痪。警报凄厉地响起……

偏偏这时， 姜开斌妻子吴春英带着女儿来
到了基地。吴春英带着背包、拉箱，牵着4岁的女
儿微微，在驻地门口不见丈夫身影，继而听到他
们“推迟返航”的消息，心就揪着了：一定是远航
遇到不顺。这大浪滔天、波涛汹涌的，姜开斌和
那一舰官兵命悬一线！再走进丈夫的单人宿舍，
两封没有封口的信端端正正放在桌上：

“春英，我亲爱的妻子，如果部队把这封信
转到了你的手上，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最
放心不下的是你和我们的女儿微微。 作为一个
丈夫和父亲，我欠你们娘俩太多太多。”

这是份遗书！ 落款是丈夫一个月前出海的
日期：1987年2月15日。

再打开第二封，还是遗书，是给老母亲的：
“妈，如果见到这封信，儿子已经牺牲了。您

一定不要悲伤。 全中国很少的舰艇兵， 儿子就
是！儿子爱它！您一定要替儿子高兴和自豪，一
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好在吴春英终于在基地熬到了战舰返航的
这天。那画面让多少人铭心刻骨。

军港的海面，乘风破浪的战舰入港了。舰桥
上一排海军军官行着回家时的注目礼， 温暖而
亲切。姜开斌4岁多的女儿小微微逆着光在草地
上一路跌跌撞撞奔跑，温暖的夕阳包裹着她。她
边跑边喊着：爸爸……爸爸……

压抑在一个4岁孩子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浓
浓思念像火山一样喷发。她朝着大海，朝着越来
越近的战舰，边跑边没命地呼喊。

“那次，斌哥顺利返航了，当夜女儿却突然

大病发高烧， 他的欠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黄超富回忆说。

半夜，女儿在床上双手握拳，口吐白沫，牙
关紧咬，脸色苍白，呼吸全无……姜开斌抱起女
儿，以军人特有的速度冲到基地医院，上氧、拉
监护器、输液……女儿脱离危险了，姜开斌满脸
大汗，嘴唇颤抖，五官都急得变了形。

那天，刘子辉赶到医院，说：“赶紧把随军办
了。你的条件早就够了，这事不要拖，越快越好！”

姜开斌一脸为难：家里的几位老人怎么办？
三个家呢。他望望清晨的窗外，这座军港，先后
创造了数十项载入共和国海军史的记录， 走出
了80多位共和国将军；这里，有学不完的东西，
有终身的追求，真想待一辈子啊！

“未必，你……想转业？”刘子辉一脸惊讶地
望着姜开斌。只见他痛苦地低下头，不敢正视眼
前的战友。

“斌哥后来常跟我们说：一个山里穷伢子，
不是部队，做梦都不敢想上军校。本想用所学的
知识好好为军队服务，为国防效力，可偏偏离开
了，那种欠巨额大账躲避不还的惶恐，还有内心
长久的歉疚，一直在心里折磨着他，揪心扯肺，
有时到了心神不宁的程度。”刘子辉说：“我和他
一起转业回常德，他就再不许我们提‘战舰’，他
是把对部队的爱埋在心灵最深处。29岁提机电
长，1982年军校本科毕业， 整个常德市都没几
个。后来，他把自家阳台改造成一间书房，书架
上最多的，还是海军机电技术书籍和资料。他不
仅留着军校时的教材，还购买了新版课本。我很
多时候心里都犯嘀咕：转业这么多年了，他一个
公务员，看这些海军机电书干啥呀？未必，他还
想上战舰？”

休停状态的实验平台上， 宋月才和刘子辉
看着姜开斌正全神贯注蹲在他的战位上： 这个
痴人，是真正找到了他的战位。

出海。“小黑”第一次试验。凝聚了无数人的
心血，经过改装、做好储备的国家船舶重点试验
平台整装待发即将起航。

一队老兵整齐列队码头上， 蓝天、 大海，战
舰、国旗，一张张刚毅的脸，一双双靠拢立正的腿。

老船长宋月才双手托着两面旧军旗。“二十
多年过去了， 我从老部队荣誉室把你们当年退
役时签名的军旗借了过来，姜开斌……”

“到！”
“黄超富，刘子辉……”
“到！”“到！”
军旗展开。 突然看到自己的名字在久违的

军旗上，霎时，老兵们泪光闪闪、哽咽在喉。
“军旗上的签名是我们一生的誓言， 再起

航，‘小黑’就是我们今日的战舰！出发———”威
武雄壮的“小黑”鸣响汽笛，汽笛推开海岸，惊飞
的海鸥翻飞起舞。当年的“水兵”各就各位，战舰
徐徐离港，舰尾飞溅的浪花，一朵朵，一簇簇，在
人们的视线中一路绽放。

舰上，透过眼帘上的汗珠，姜开斌朝老船长
宋月才望去，他军人的身板和神形没变。机电舱
里，姜开斌、黄超富跟当年一样，熟练地操作着

各种阀门和电器开关。三十年前的军人和三十
年后的老兵，改变的是容貌和花白的两鬓，不变
的是满腔的激情和娴熟的动作。以往“小黑”一
直在外地，完成智能化装备、信息化储备后，7月
7日他们接过了试验平台。 然后一次次海上试
验，一回回磨合探索，三位老兵终于兑现了“花
甲不是界限，忠诚永不退伍”的誓言和心声。

这夜，月光皎洁，“小黑”抖落一身海水在海
面航行，似一柄长剑寒光四射，又似一只铁拳沉
静刚毅。宋月才拿一份图纸过来，姜开斌、黄超
富围拢，看着、分析着这张密密麻麻扎满上千个
孔的海图，姜开斌强调主机电几处重点后说：咱
们不搞花架子，实打实搞训练、强素质。试验，就
是创新摸索。

宋月才是放心的，姜开斌在部队练就了一
身绝活，动力系统出现问题，光靠一双灵敏的耳
朵，就可以听出故障所在。凭借过硬的本领，他
曾迅速成长为一位副营职机电长， 先后4次受
到嘉奖，他4年军校学的也是机电专业。如今，
“小黑”更复杂的线路、更密集的零部件全装在
这位老机电长的脑袋瓜里，再加上精心、严谨、
永不懈怠的钻研，这样的搭档，难得一求。

“我们……等你回来！” 姜开斌妻子吴春
英两眼湿润， 端起酒杯为丈夫送行， 那是
2018年3月11日。

餐桌上摆好了几个菜， 两只酒杯早已斟
满。夫妻俩面对面坐着，吴春英望着丈夫，姜
开斌也静静地望着妻子。良久，吴春英打破沉
静：“你重返大连，我想挡也挡不住。这些年，
我知道，我欠你一个海军梦。”

“春英，别这么说。当年为了家我选择退
伍，那是你有扛不动的难。如今，我选择重返，
是国家在召唤我们老兵，我得去！不光是圆自
己的梦，也是把欠国家、欠部队的，还上。”

吴春英瞪大眼睛望着对面的人———原
来， 他心里欠着这么大的账！ 一欠快30年！
———可吴春英想说，你年过60再“还账”，身
体扛得住？ 姜开斌从妻子的眼神里读出了支
持与担忧，拍了拍胸脯，“我，一个海军老兵的
身体，狗咬我一下，狗都会死！”

吴春英破涕为笑：呸！放屁！姜开斌满脸
憨厚笑了……

几天后的大连， 三个老兵在南码头上奔
跑。看到海就高兴啊！无尽的波涛，美丽的夕
阳，姜开斌振臂一呼：重返战位啰！

“你老兄可别定错位， 不是重返部队，我
们是来打工。”

“打工也是为国家。关键是，还能用上我
们熟悉的技能。那些机械阀门、电器开关，闭
上眼睛我都能摸准。 一晃离开老业务岗位快
30年，没想到，都这把老骨头了，还用得上！”

黄超富接过话：“老骨头咋啦？硬着呢！铮
铮铁骨，哪一节都能擂响战鼓！”

“是哦，国家重点试验平台咱们都能派上
用场。 不是这儿， 谁能把我们三大员组到一
起？你说，这心咋像年轻时那么激动，又像回
到青春时代。”姜开斌说完，给了黄超富一拳。
“黄超富去，我就去！”当初这句话一激将，“三
人组合”就重新亮相了。

姜开斌指的是两个月前三人一起应聘。
国家要招有经验、对船舶事业有感情的老兵。
姜开斌首先说， 我们仨是战友, 更能打组合
拳。两个机电，一个轮机，抱成团，啥难关攻起
来心里都有谱。能为国家再出把力，能再回到
那片梦绕魂牵的大海，心愿足矣。当然，他们
的履历也表明他们个个都是技术尖子、 都曾
屡建战功。关键是，他们从骨子里释放出的向
往和热爱， 让专程来湖南挑兵的七六○研究
所两位领导有了一致的声音：这几个老兵，要
定了！

铁三角一个也不能少

余艳

冲向最需要又最危险的位置

“好，我们谁都不许退”

“军旗上的签名是我们一生的誓言”

他把对部队的爱埋在心灵最深处

他用生命兑现承诺报效国家

“8·20”抗灾抢险后的第二天，吴春英
母女在视频前辨析着。 女儿说：“冲在最前
面的两个人是黄叔叔和爸爸。”妈妈说：“那
片大海，就是你爸的魂。有险情，他肯定会
冲上去！”

8月20日上午10时， 冲在最前面的黄
群、姜开斌在缆桩前抢险作业，一个大浪
将两人打入了海里。码头与平台间两三米
宽的缝隙里，大浪将他们撕扯、摔打……

已值班30多个小时的刘子辉冲出舱
位，与战友一次次抛缆绳，呼喊施救。

黄超富一看战友落水， 来不及想，随
手拉住一根缆绳跳进了汹涌的大海。

“当时，斌哥的头部血流不止，已经失
去意识，没法配合施救。被大浪打得呛水
太多，我体力也渐渐不支……在持续四十
多分钟的艰难营救中，险象环生，生死未
卜。最后一次托举，一个巨浪劈头砸下，我
也被砸晕过去。再醒来，大浪已把我们打
开很远了……”黄超富回忆。

最终，黄超富获救，他和刘子辉无力
地趴在码头上呼喊：“斌哥———你不能走，
不能丢下我们， 丢下你钟爱的……‘小
黑’。”

2019年的第一天， 吴春英和全家在
习主席的新年贺词中听到了那句饱含深
情的话： 为保护国家试验平台挺身而出、
壮烈牺牲的黄群、宋月才、姜开斌同志，他
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永远值得我们怀
念和学习。

吴春英抹掉眼泪说：“开斌啊， 你听到
了吗？习主席的话……”

姜开斌、黄超富、刘子辉，他们都是在
祖国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报效国家的退
役军人；他们，都是英雄。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湖南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

“有险情，他肯定会冲上去”

左起： 黄超富、
姜开斌、 刘子辉3位
湖南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