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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无言

唐卫彬 杨依军 谭元斌

———95 岁老党员张富清的本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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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3日，来凤县城。

来凤县委政法委干部张健全， 小心翼

翼地怀揣着一个包裹来到县人社局。 彼时，

县里正在按照上级统一安排， 开展退役军

人信息采集工作。

张健全带来的东西， 是父亲张富清一

生珍藏的宝贝。

“那是下午 5 点 20 分，我正准备下班。

看到闪耀着光芒的勋章， 我一下就被吸引

住了。 ”对那天的情景，来凤县退役军人信

息采集工作专班信息采集员聂海波记忆犹

新。

在聂海波注视下， 张健全郑重地一一

取出包裹里的物品———

一本立功证书， 记录着张富清在解放

战争时立下的战功：立军一等功一次，师一

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两次

获“战斗英雄”称号。

一份西北野战军的报功书， 讲述着张

富清 “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

荣获特等功。

一枚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奖章，镌

刻着“人民功臣”四个大字……

激动地看完张健全带来的材料， 聂海

波深感震撼：“没想到我们来凤还隐藏着这

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 ”

“永丰战役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取

敌人碉堡两个，缴机枪两挺，打退敌人数次

反扑，坚持到天明。我军进城消灭了敌人。 ”

这是立功证书对张富清 1948 年 11 月

参加永丰战役的记载。

发生在陕西蒲城的永丰之战， 是配合

淮海战役的一次重要战役。 战况异常惨烈，

“一夜之间换了八个连长”。

对那场艰苦卓绝的战斗，95 岁的张富

清仍历历在目。

张富清所在的连是永丰战役突击连。

张富清又是突击连的突击班成员。27日夜，

他和两名战友匍匐前进， 扒着墙砖缝隙攀

上城墙。 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城墙，与围上来

的敌人激战。

“我一转身，看见敌人将我围住了，就

端起冲锋枪扫射，一下子打死七八个。 ”张

富清说，交火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头被

猛砸了一下，消灭眼前的敌人后，手一摸，

发现满脸都是血。 原来， 子弹擦着头顶飞

过，把一块头皮掀了起来……

“打死七八个敌人后，我逼近碉堡，用

刺刀在城墙底下刨了个洞， 把我带的八颗

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 拉着了手

榴弹，炸毁了碉堡……”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毁两座碉堡，缴

获两挺机枪、数箱弹药。 战斗中，他幸存下

来，两个战友却从此杳无音讯……

因在战斗中表现英勇， 张富清获得军

甲等“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48 年 3 月参军，8 月入党， 在壶梯

山、东马村、临皋、永丰城等战斗中都冲锋

在前———这位陕西汉中小伙子历尽了九死

一生。

陕西、新疆、北京、南昌、武汉……

几经辗转，1955年初，已是连职军官的

张富清面临退役转业的人生转折。 听说湖

北西部恩施条件艰苦，急缺干部，他二话不

说：“我可以去！ ”

听说来凤县在恩施最偏远、最困难，没有

丝毫犹豫，他又一口答应：“那我就去来凤。 ”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从武汉动身，一

路向西，再向西。 恩施是湖北西部边陲，来

凤更是边陲的边陲， 怀着投身社会主义建

设的憧憬，张富清来了。

“这里苦，这里累，这里条件差，共产党

员不来，哪个来啊！ ”———带着一个共产党

员的赤诚，张富清来了。

此后几十年，“人民功臣” 张富清勤劳

的身影，先后出现在粮食局、三胡区、卯洞

公社、外贸局、建设银行……双脚却很少再

迈出来凤。 母亲去世，他也没能见上最后一

面……

工作挑最苦最难的干，从不争名争利。

张富清把余生献给了来凤， 献给了这片曾

经毫无关联的大山。

浴血奋战， 战功卓著……自从到了来

凤，过去的一切，都被张富清刻意尘封起来。

60多年，无论顺境逆境，张富清从不提

自己的战斗功绩。证书和军功章被他藏在一

个随身几十年的皮箱里，连儿女也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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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瞒得再紧，瞒不过最亲的人。

妻子孙玉兰最清楚丈夫身上有多少

伤。 右身腋下，战争中被燃烧弹灼烧，黑乎

乎一大片；头顶的伤疤至今依稀可见……

孙玉兰和张富清是同乡。 战争期间及

之后的几年， 村里人都以为张富清已经不

在人世了。 1954年，张富清回了趟家乡，大

家才知道，他还活着。

共青团员、妇女主任孙玉兰，和长自己

11岁的张富清一见钟情。不久后，被爱情召

唤的孙玉兰，追随张富清到了来凤。

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上世纪 60年代， 为给国家减轻负担，

担任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率先动员妻子

从供销社的铁饭碗“下岗”。 他的理由很简

单：“国家困难， 我首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

占群众、公家的好处……要精简人员，首先

从我自己脑壳开刀……”

同挚爱的人在一起，多苦都是甜。

夫妻俩生养了四个孩子。 大女儿患病，

至今未婚，常年在家靠母亲看护；小女儿是

卫生院普通职员； 两个儿子凭自己的本事

上学、工作，从基层教师干起，一步步成长

为县里的干部。

几个子女， 没有一个在张富清曾经任

职的单位上班。

如今，最小的儿子也快到退休年龄。 形

容自己眼中的父亲， 张健全用了一个词：

“平凡”。

从转业到离休，数十年如一日，张富清

像一块砖头，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乐观、

朴实、真诚……在大家的印象中，他就是这

样一个平凡的人， 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差

别。

张富清是“战斗英雄”的消息，在来凤

迅速传开了。

不少人感到震惊。 “只知道他当过兵，

没想到他是那么大的英雄。 ”

有人感到不解。 “别人没他那么大的功

劳，还整天问组织要这要那。 他老婆没有工

作，大女儿又残疾，也没见他提什么要求。 ”

有人感到惋惜。 “那么大的战功，如果

当初留在武汉，早就成了高级干部。 ”

更多的人深受教育和感动。

去年，张富清做眼部手术。 术前，中国

建设银行来凤支行行长李甘霖特意叮嘱，

张老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

好一些的晶体。 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

民病友用的是最便宜的，也选了最便宜的。

“我已经离休了， 不能再为国家做什

么，能节约一点是一点。 ”

衣服的袖口都烂了，还在穿；儿子给他

买的新衣服，他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

张富清的心里，几乎没有他自己。

“以前，只不过觉得他大我们一些，工

作在我们前头；现在他从我面前过，我都要

在心里默默向他致敬！”72岁的来凤县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昌恩说。

在张富清简陋的家中， 珍藏着一个打

满了补丁的搪瓷缸。

一面是熠熠生辉的天安门、 展翅飞翔

的和平鸽；一面写着：赠给英勇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保卫祖国、 保卫和平。 孙玉兰

说，这是丈夫最心爱的物件。

从 1954年起，这个搪瓷缸就是张富清

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补了又补，不能再用，

张富清就把它认真保存了起来。

上世纪 80年代初，张富清一家搬到现

在仍居住的建行宿舍。30多年过去，楼上楼

下、左邻右舍都已翻修一新，老两口的家还

是老样子。

斑驳的墙壁， 褪色的家具……虽然朴

素，这个家整洁而充满生气。 阳台上整齐地

养着一排绿植，像是一队整装待发的战士。

面色红润，声音洪亮，精神矍铄———我

们面前的张富清，仿佛不是一位 90 多岁的

老人。 近几年，他仍然坚持自己下楼买菜，

有时还下厨给老伴炒几个菜。 透过窗户，常

常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1985年离休后， 张富清一直保持着读

书看报的习惯。 他特别爱看《半月谈》。

卧室的写字台上， 一本 2016 年版的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被他

翻阅得封皮泛白。

第 110 页的一段文字旁 ， 做着标

记———

“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

加强品格陶冶，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

事，清清白白为官，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个人
干净、敢于担当。 ”

这不正是共产党员张富清一生的写照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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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张富清

靠的是一个党员的信仰———

“我一直按我入党宣誓的去做……满脑

子都是要消灭敌人，要完成任务……所以也

就不怕死了。 ”

和平时期淡泊名利、扎根大山，张富清

为的是不负入党的誓言———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好多）

都不在了。 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

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 ？！ 我有什么功劳

啊？！ ”

讲起这些， 这位 95 岁的老人声音颤

抖，泪水溢满了眼眶。

英雄事迹传出后，有媒体闻讯而来。 张

富清拒绝接受采访。 记者越来越多，没有办

法， 张健全只好骗父亲：“这是组织的要

求！ ”张富清这才答应———身为一名共产党

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

张富清最欣慰的， 是一家四代有六个

党员。

考虑再三， 让子女拿着立功证书去登

记，出发点也是对党忠诚———

“党和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

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我不如实向党报告，那就

是对党不老实……”

时光回溯到 2018年 3月 17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的决定。

近一个月后， 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

牌。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 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军人是最可爱的人”“不能让英雄流血

又流泪”……随着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有

序开展，许多英雄事迹，陆续被发掘出来。

九旬老兵张富清，不想给党、给国家、

给军队添任何麻烦。 不久前，在给曾经战斗

部队的一封答谢信中，他情真意切地写道：

“希望你们坚决听党的话，坚决听从习

主席指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

一股绳……”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 张富清当年战斗

的英雄部队。 年轻的官兵，正紧紧围绕听党

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强军目标，学习

老前辈张富清英雄事迹， 立志做新时代革

命军人。

3 月 2 日，部队派员专程到来凤，探望

老战士张富清。

是夜， 平素内敛沉默的张健全抑制不

住内心激动。 眼含热泪， 他写下深情的记

录———

部队来人了
老兵心中掀起波澜
面对军装上的军徽
老兵用一条独腿坚强站立
缓缓举起右手
庄严地行上军礼
……

（据新华社武汉电，收录于《深藏功名
坚守初心：95岁老英雄张富清的本色人生》

湖北日报社/编，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9 年 6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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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年前，他是西北野战军
的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炸
掉敌人四个碉堡，战功卓著，是
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退役后，

他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
来凤县工作， 为贫穷山区奉献
一生……95 岁的老英雄张富
清的故事， 让我们再次见证一
位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

张富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