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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奋斗者王继才
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 32 年，
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
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
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
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
值追求。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王继才
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新华社南京 9 月 13 日电 1986 年 8 月 30
日，王仕花登上开山岛，搜寻她“失踪”的丈
夫，可只找着一个胡子拉碴、满身臭气的“野
人”
。
王仕花气急：
“ 别 人 都 不 守 ，我 们 也 不
守！”
“野人”说：
“要走你走，我决定留下！”
王仕花走了，
“野人”的心滴血了。
可不到一个月，王仕花带着包裹，又上岛
了。
从此刻开始，他守着岛，她守着他，直到
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开山岛上的“王开山”，这是人们对守岛
人王继才的亲切称呼。
32 年，一口水窖、三只小狗、四座航标灯、
数十棵被吹歪的苦楝树、200 多面升过的旧国
旗，勾勒、构成王继才的守岛岁月。

伴着孩子的第一声啼哭，王继才找来一
把剪刀，颤抖着剪断了脐带。孩子呱呱坠地，
连个裹布都没有，王继才撕开身上的背心在
开水里一煮，
裹在了孩子身上……
这个孩子叫志国。
1995 年春节前后，台风连续刮了 17 天，
粮没了，炊断了，全家人吃生牡蛎充饥。8 岁
的小志国撒的尿都是乳白色的，哭闹着要吃
米饭，被父亲狠心揍了一顿。
王仕花心里的苦说不出，只得擦一把眼
泪，一手搂住小志国，默默抓了牡蛎放到自己
嘴里嚼，等腥臭味嚼没了，
再喂到孩子嘴里。
到了第九个年头，家里更困难了：父母年
迈、孩子上学、经济拮据，王继才盘算着：上岸
多挣点钱，照顾家人。他想找老政委王长杰说
明情况，可一找却找到了医院里——老政委
身患绝症住院。
请辞的话还没说出口，老政委就拉起他
坚守——
的手：
“ 继才，开山岛由你来守，我就是走了，
直到守不动为止，
直到守不动为止
，他为一座岛作出承诺
也放心了。”
呜咽的风，鬼魅的风！——一到夜晚，狂
王继才心头一热，肚子里的话来回转了
风袭岛，劈头盖脸，往屋子里钻，
无孔不入。
几圈，又咽了回去。
王继才上岛前，来过 4 批 10 多个民兵守
他敬了个军礼：
“ 您放心，无论遇到什么
岛，最长的只待了 13 天。他们全都被这狂风
困难，我一定把岛守好，
直到守不动为止！”
吓跑了。
坚守何其艰难！
“我用铁床堵住门，蜷在角落里，抽烟喝
岂止是风浪的可怕。缺补给，王继才夫妇
酒壮胆。”
过了 10 多年半饥半饱的日子；没有电，他们
1986 年 7 月 14 日，上岛第一天。怒吼的风
点了 20 多年煤油灯；没淡水，他们喝了 30 多
把王继才逼到营房一角，整宿失眠。
年雨水。
第二天，看到船，但任他呼喊，船就是不
雨水里有寄生虫怎么办？他们往水窖里
靠岸。
放了一群泥鳅吃虫子。
一连 47 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犹
泥鳅吃完又吐出去的水，就是两个人的
如炼狱。带来的 30 瓶白酒喝光了，王继才也
命。
醉了，倒在哪里就睡在哪里。
在岛下，三个得不到父母照顾的孩子相
开山岛离陆地有 12 海里，是祖国的海上
依为命。有一次，大火差点把三个孩子烧死。
东大门。小岛只有两个足球场大，战时是兵家
孩子们一气之下让人给岛上送了一张纸条：
必争的黄海前哨、战略要冲，必须得有人值 “再不回来，
就看不见我们了！”
守。
字条上这些字，像是有人用刀剜在夫妇
“我们下岛吧！”
俩心上。王仕花见了字条，急急赶回来，把孩
上岛第 48 天，妻子王仕花对丈夫说。
子们安顿好就要赶回去。三个孩子一把抱住
王继才是瞒着妻子上岛的。得到消息，王
妈妈的腿，
哭着就是不让走。
仕花追到岛上却惊呆了——眼前的丈夫熬的
大女儿王苏抹着眼泪赌气说：
“像你们这
是缺水少米的
“原始”生活！
样不负责任的父母，就不该要孩子，两个人在
当时，江苏灌云县人武部领导语重心长
岛上过一辈子得了！”
地对王继才说：
“这岛，只有你能守住，不要当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王志国不理解父
逃兵！”
亲。
王继才望一眼这孤岛，乱石蒸腾出的热
后来他才知道，不得已的父母也有一片
浪弥漫在海天之间，连过路的海鸟都不愿在
苦心：
“ 独自生活，就是要让他们接触生活的
这里落脚。
压力，磨练他们，让他们成长。我们守岛虽然
王继才沉默着，但他明白无论是军令还
辛苦，也是为了要用行动告诉子女：做人要重
是承诺，都不容违背。
诺守信、要诚实正直！自己承诺的事情，就不
沉默着，他把妻子送上了船。
能言而无信！”
等船走远了，他坐在岸边突然放声大哭。
2003 年 10 月 10 日，灌云县人武部为王
王仕花也在挣扎。她左思右想，一狠心辞
继才一个人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面对党
掉教师工作，把两岁的女儿托付给婆婆，背着
旗，举起右拳，他庄严宣誓：
“ 对党忠诚，积极
铺盖卷，也上岛了。
工作……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987 年 7 月，王仕花即将临产，却无法下
在王继才的心里，守岛，已经从“有期限
岛——一阵风，就能锁住一座岛。
的任务”变成了“终生的使命”
。43 岁的王继才
9 日这天，王仕花要生了，豆大的汗珠从
再次承诺：
“守岛就是守国，遇到天大的困难，
额头滚落，把王继才急得团团转。
也一定要把岛守好！”
“王继才，我坑你手里了！”
32 年，灌云县人武部的部长换了 9 个，政
情急之下，王继才抓起步话机联系镇武
委换了 7 个；当年从岛上撤下的军人和民兵
装部长，在部长妻子的指导下，自己动手接
们，在各行各业收获各自的人生精彩，而王继
生！
才夫妇却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同一个地方，

相当于连续度过了 16 个义务兵役期。
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
离不开这座岛。后来，小岛上多了气象仪、水
文仪这些监测设备，还需要做日常维护、紧急
抢修。王继才意识到，开山岛也离不开他们
了。
为了守岛，王继才错过了女儿的婚礼，错
过了外孙的出生，错过了与老父亲的最后一
面……在大女儿王苏印象中，父亲最常说的
一句话：
“岛是国家的，
我走了，岛怎么办？”

赤诚——
岛就是国家，
岛就是国家
，
守岛就是守国
王继才被一群人打了。
脸肿得老高，
嘴巴都合不上。
他连话都说不清楚，可还是从牙缝里挤
出一句话：
“违法的事，
不行！”
1999 年 3 月，不法分子孙某盯上了开山
岛。
他借口将开山岛“开发成旅游景点”，谋
划在岛上开办色情场所。王继才发现后，立即
向上级报告。
孙某怕王继才把事情搅黄，威胁他：
“你
已经 30 多岁了，死了还值。你儿子可才十来
岁，
要是死了，
就可惜了！”
王继才毫不畏惧：
“ 我是为国守岛，就是
死了，组织上也会记得我！你们要是敢干违法
的事情，
就试试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见来硬的不行，孙
某赔着笑脸掏出一沓钱：
“只要你以后不向部
队报告，赚了钱我俩平分。”王继才依旧严词
拒绝。
恼羞成怒的孙某带人把王继才拖到码头
一顿暴打，还放了一把火，把他多年积攒的文
件资料和值守日记全都烧成了灰。
王继才始终不让寸步。后来，当地有关部
门赶到岛上展开调查，最终将以孙某为首的
一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一年冬天，王继才巡岛时，发现海面上两
艘轮船有异常，立即向上级报告。最后查明船
上装的是走私的 60 辆汽车。
一年夏天，蛇头王某试图借开山岛中转，
组织 49 人偷渡，拿出 10 万元现金，想让王继
才“行个方便”，可他还是一句话：
“违法的事，
一律不行！”
临患不忘国，
是为忠。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开山岛是国家一类
哨所，我们的职责就是不顾一切地守卫好。”
32 年里，王继才夫妇练就了
“火眼金睛”
。他们
先后向上级报告了 9 次涉嫌走私、偷渡的违
法案件，
其中 6 次成功告破。
“开山岛插着国旗，我们天天守的就是国
土。”
在王继才夫妇眼里，祖宗基业，寸土不能
丢！
曾经的开山岛在 1939 年被日军作为跳
板登陆灌云，屠杀我军民 1 万多人。每每想
起，王继才就越发看重值守任务：
“ 我不能对
不起老祖宗流的血！”
由于长期身处潮湿环境，夫妻俩都患上
了严重的关节炎，王继才湿疹起了一身，留下
一个个铜钱大小的疤。
多少个沉寂昏暗的夜里，王继才疼得睡
不着。半夜三四点的时候，他悄悄起身来到岸

边，一边抽烟一边眺望天海相接的远方，默默
等待天亮。
“王仕花哎，起来了，升国旗了！”
每天清晨，王继才的这句话，成了叫醒王
仕花的“起床闹钟”，两人开始做这一天的第
一件事：
升国旗。
升国旗仪式并不十分正规——旗杆是用
一根坚韧的长竹改造的，升旗台是夫妇二人
一捧捧水泥一块块砖砌成的。升旗时，王继才
升旗，王仕花敬礼，虽然姿势看着不那么标
准，
但神情坚定而神圣。
有人不解地说，两个人的小岛，升不升国
旗又有何妨。王继才的回答斩钉截铁：
“ 守岛
就是守国门，开山岛虽小，但领土神圣，必须
升国旗！”
2012 年元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了解到
王继才的事迹后，专门从北京送来一座钢制
移动升旗台和一面曾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五
星红旗，
王继才如获至宝。
一次，台风入侵开山岛，王继才脑子里只
想到一件事：
国旗！
他顶着狂风，一路跌跌撞撞跑到山顶，奋
力把国旗降了下来。
返回途中，突然一脚踩空，接连滚下 17
级台阶，肋骨摔断了两根，自己差点掉到海里
一命呜呼。
可他手里，紧紧抱着那面鲜艳的红旗。在
他心里，
那面红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第二天，闻讯赶来的渔民把他送到了医
院。乡亲们劝他，为了一面旗摔成这样，如果
真的命没了，
值得吗？
“守岛这么多年，开山岛就是我的家，如
果哪天真出事了，就把我埋在岛上，让我一辈
子陪着国旗！”王继才回答。

传承——
把根守住，
把根守住
，
王继才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2018 年 7 月 27 日，积劳成疾的老民兵王
继才，倒在了开山岛。
“父亲用一辈子兑现了‘守到守不动为
止’的承诺。”王志国说，父亲的精神就是自己
的根，只要守住这根，父亲就还能跟我们在一
起……
如今，一群新的守卫者来到岛上，誓将这
份可歌可泣的精神延续——他们守的，不仅
仅是一座岛，更是一颗爱国奉献、矢志奋斗的
初心！
一场台风过后，第一抹朝霞渐染东方海
空，
王仕花带领开山岛民兵执勤班升旗点名。
“王绪兵！”
“到！”
“胡品刚！”
“到！”
“王志国！”
“到！”
“王继才！”
大家齐声高喊：
“到！”
共和国辽阔的海疆，注视着这群守岛报
国的接班人！
7 月 30 日，王继才追悼会在灌云县殡仪
馆举行。
王继才夫妻二人几十年鲜有朋友来往，
可是专程赶来为他送行的竟有上千人！
王继才救助过的渔民来了，多年不见的
乡亲来了，曾经守岛的老兵来了……一名山
东微山的煤矿工人从网上得知消息，带着上
小学的闺女专程赶来，向心中的英雄致以最
后的敬意。
8 月 15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评定王继才
同志为烈士。
他的墓旁，
人们失声痛哭：
“继才，一路走好！”
“王开山，一路走好！”
……
上岛两年时，
王继才夫妇想种树。
他们种过白杨、槐树，都没活。第三年，
往水窖边的石缝里撒的一把苦楝子，竟然长
出了小苗。就这样种了死，死了种，原来种不
活的松树、桃树、梨树、无花果、葡萄……慢慢
都种活了。
“刚上岛的时候，岛上光秃秃的，什么
都没有，当时老王就跟我说，以后一定要把
小岛建成绿岛，让上岛的人们能有一片乘凉
的树荫，吃上一点鲜甜的水果。”王仕花回
忆。
开山岛，欣然接受了这对夫妇用青春和
生命送来的礼物，焕发出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