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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来了，我要为
牺牲的战友做点事”

1969年 12月，18岁的王军参军入
伍，走进了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部
队，成为一名空降兵。1971年 7月，他
随部队奉命前往老挝执行防空作战
任务。

“每天，敌人的侦察机都在我们
头顶盘旋……机动作战时几天几夜
不合眼……有的战友牺牲在战场上，
有的因蚊虫叮咬引起并发症失去生
命……”回忆起那段日子，王军的眼
里闪烁着泪光。

“如果我战死沙场/妈妈呀，请不
要悲伤/你应该为儿子骄傲/因为在不
久的将来/远方的地平线上/必定会出
现和平的曙光……”面对随时可能的
牺牲，任高炮部队指挥仪班班长的王
军写下了《如果我……》这首诗，鼓舞
战友们英勇战斗。

历经 2年 20多次战斗，王军一次
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72年 11月，他
圆满完成任务回国，1974年退伍返乡。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
乡。援老抗美是王军戎马生涯中最难
忘的经历，而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友
是他内心深处永远的牵挂。

“活下来了，我要为牺牲的战友做
点事。”阔别战场 37年后——2009年 5
月，王军组织 9位老战友，重返老挝为
牺牲的战友祭奠扫墓，并在他的家乡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建起了国
内首个“援老抗美纪念园”，缅怀战友，
讴歌中老友谊。

王军的战友李宝玉在战场上牺
牲。李宝玉的立功证书和烈士证书寄
回家乡吉林省汪清县时，母亲朱凤兰
悲痛欲绝。她没有向政府和部队提任
何条件，只希望能拥有一张儿子穿军
装的照片。然而，李宝玉牺牲前没有
留下一张照片。始终没能看到儿子穿

军装的英姿，成为老人的一块心病。
王军和战友周宪平得知此事后，

聘请著名油画家参照李宝玉参军前的
照片，精心绘制了两幅画像：一幅画像
上，李宝玉穿着上世纪 70年代的解放
军军装，意气风发；另一幅画像上，李
宝玉手持钢枪，目视前方，青春永远定
格在18岁。

画像完工后，王军委托周宪平将
画像送给李宝玉的母亲，并捎上自己
为纪念战友编写的书。扉页上，王军
深情地写下——
尊敬的李妈妈：

您的儿子为了世界和平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作为他的战友，我们特意
绘制出他的英雄军人形象，让大家知
道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
关爱英雄！

您黑龙江的儿子：王军
“宝子，妈妈终于看到了你穿军装

的样子……”2016年 3月 22日，当 84
岁的朱凤兰老人抚摸着儿子的画像，
看着王军写下的留言，泣不成声。

“富起来了，我要为
国家和社会做点事”

退役后，王军当过农民、工人，承包
过濒临倒闭的农具厂，历经坎坷终于创
业成功。他先后获得“中国优秀民营企
业家”“首届中国民营企业十大新闻人
物”“首届黑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薪传奖”等荣誉。而他说：“没有部队
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现在富起来了，
我要为国家和社会做点事。”事业有成
的王军，扛起了社会责任。

2011年，为了“传承伟人德业，激
发爱国热情，弘扬英雄精神”，他投资
在哈尔滨市双城区创建了以将军文化
为主题的民营博物馆——哈尔滨三五
将军文化博物馆。

“博物馆主要收藏、陈列的文物、
实物、文献和资料，反映的都是开国将
帅为新中国建立所经历的军事斗争历
程和取得的军队建设成就。”王军兴奋
地告诉记者。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步入花

甲之年，但王军斗志昂扬的士兵精神
犹在。2014年，他聘请鲁迅美术学院3
位画家，历时两年多时间，成功创作出
1955年至 1964年授衔的 1614位共和
国将帅肖像油画，并于2016年10月在
京举行了《共和国将帅肖像油画集》首
发仪式。此后，王军用近一年多时间，
在全国10个城市举行13次捐赠活动。

2017年 7月 1日是建党 96周年，
也是香港回归 20周年。这天，双城区
聚焦了无数关注的目光，占地5万平方
米的共和国将帅园开园。园林里一共
栽种了 1614棵云杉树，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高水旺创作、捐赠了 1614幅开国
将帅肖像烤瓷版画，与每一位开国将
帅一一对应。

伴随着翱翔蓝天的和平鸽，129位
开国将帅的后代，满怀深情地为每位
开国将帅肖像烤瓷版画揭幕，并将从
家乡带来或邮寄来的故乡土，小心翼
翼地培在将帅树下。

归去来兮，松涛阵阵。抚今追昔，
很多将帅后代及家属思潮翻滚，轻轻
抚摸着将帅肖像画和云杉树，不禁泪
水涟涟。时至今日，这里共接待了426
位开国将帅的1127位后代。

朱德元帅孙女朱新华给王军留言
说：“多年以来，你的军人情结始终不
减，怀着对开国将帅的深厚感情，用一
颗炽热的心做了大量公益事业，创建
的将帅文化园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教育
基地，是我们缅怀先辈的场所，我们将
看到云杉树不断地成长壮大，预示着
先辈们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你的行
为让我们感动，再次表示感谢！”

“火起来了，我要让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让红色的军魂永驻这一片深情
的黑土，让英雄的精神世代相传，你像
一把嘹亮的号角，把理想和激情在人
们心中吹响。把红色基因的种子埋进
这一片深情的沃土，让爱国主义精神
成为下一代的根和魂，这是一个老兵
无悔的情怀。你听，强军战歌正在耳
畔回荡！”2018感动哈尔滨年度人物颁
奖晚会上，当主持人宣读完推选委员

会给王军的颁奖词时，台下掌声雷动。
身着旧军装的王军走上领奖台，发

表获奖感言：“军人的奉献不只是青春
的奉献而是生命的奉献，我想让更多的
青少年和下一代牢记共和国的旗帜是
先烈们的鲜血染红的，我们要把红色资
源利用好，把红色历史传播好，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尽到老兵的职责。”

两鬓斑白终不悔，大爱无疆写春
秋。多年来，王军相继建设了东北抗
联纪念园、援老抗美纪念园、东北民主
联军纪念园、东北抗联教导旅纪念园
等，与将军文化博物馆和共和国将帅
园一起，构成了“黑龙江三五国防文化
园”，被黑龙江省政府批准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国防文化园建立以来，多次举办
党政机关教育实践活动和青少年红色
研学活动，成为双城区、哈尔滨市的红
色名牌。王军说：“国防文化园火起来
了，我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在园区采访，正赶上一位家长带
着高考结束的孩子来这里参观。这位
学生感动地说：“通过参观，我更加深
刻感受到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
易，我要以英雄为榜样，刻苦学习，成
为国家栋梁。”

记者了解到，王军投资打造的国
防文化园，不但参观分文不取，还要聘
请设计、管理和讲解人员等，是一笔不
小的开销。对此，许多人表示不解：

“不挣钱也就罢了，还要赔钱，你这是
图个啥？”王军说：“每一个人都要实现
自己的生命价值，去做利国利民的事
业。我建国防文化园，就是要让广大
干部群众追忆革命史、传承英雄志、弘
扬将帅魂、激发爱国情！”

这就是老兵王军，虽年近古稀，依
旧激情满怀，阔步前进在弘扬红色文
化的道路上！

图①：东北民主联军将士纪念塔
在黑龙江三五国防文化园落成。

图②：青少年国防教育夏令营开
营仪式。

图③：王军荣获 2018感动哈尔滨
年度人物。

图④：共和国将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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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退役军人是国家撒向社
会的英雄”。他们来自人民、服务人民，
又回归人民、回报人民。王军用他的实
际行动印证了这一点。

军魂永驻，兵心依旧。在黑龙江三
五国防文化园，记者看到，灰色主色调
的长城造型院内，一块巨石上镌刻着开
国将军向守志题写的“军魂”二字，诠释
了王军的精神世界。

“位卑未敢忘忧国”。爱国强军始
终是王军无悔的追求。王军说：“一日
从军，终生是兵；一朝穿戎装，终生献国
防。”这就是一个老兵的家国情怀，一个
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

脱下军装40多年，王军依然以“老
兵”自称，穿着旧军装，吃着粗茶淡饭。
笔者采访他时，他邀请笔者一起吃了顿
午饭，两盘水饺，两碗免费的饺子汤，没
点一个菜。他说：“您见笑了，这就是我
的生活标准。”

一个拥有财富的企业家，不追求奢
侈生活，而是把更多的钱投入到红色公
益事业上，执着打造一系列国防文化展
馆、园区，这种无私精神和大爱情怀，值
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最美退役军人，美
的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永远不变的军
魂和初心。

王军的红色文化旅程其实并不平
坦。有家人和朋友的不解，有社会各界
的质疑，有资金紧缺的尴尬，但无论多
难，他都一直坚持，从未止步。他说：

“我是从生死线回来的，死都不怕，还怕
这点困难吗？”

黑龙江三五国防文化园占地 8万
平方米，“这块地就是租出去也是一笔
不小的收入吧？”面对这一问题，王军
说：“财富来源于社会就要回报于社
会，回报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所做的一
切就是想让人们牢记历史、尊崇英雄、
强我国防。如果考虑收入，我就不会
做这些了。”

无论在血与火的战场还是和平年
代，祖国高于一切的人生信条，强国强
军的梦想一直深深扎根心底。在 2015
年香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启动
仪式上，王军作为内地唯一老兵，获邀
赴港参加《大公报》创刊 113周年论
坛。他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铿锵发
言，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凝
聚民族魂魄，赢得掌声阵阵。

“您快 70岁了，如果您卸任，您的
儿女能够做得像您一样出色吗？他们
会像您一样有如此深厚的国防情结
吗？”面对记者的提问，王军坚定地说：

“儿女们从最初的不理解到现在的积极
参与，已逐渐开始明白一个企业和企业
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我相信他们会把
我的红色事业传承下去。”前年王军生
日那天，只有夫人、儿孙等家人为他简
约庆生。那日，平素滴酒不沾的王军，
饮了两杯啤酒后有些兴奋，把自己的孙
子叫到身边，高声问道：“你长大后当不
当兵？”正在读小学的孙子声音洪亮地
答道：“当兵！”然后给爷爷敬了一个标
准的军礼。接着，王军又把外孙子叫到
身边问了同一个问题，得到相同答案后
王军哈哈大笑。他说：“这是我过的最
有意义的一个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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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一片““兵兵””心献国防心献国防
■乔振友 田志国 本报记者 杨银满

一名参战老兵，退役后靠努力打拼成为知名企业家。事业有成之际，他没有考虑发展壮大企业，也没有乐享清福，而是着手
创建了黑龙江省第一个国防文化园，打造了被批准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的一系列展馆。

这名老兵名叫王军。“从作风优良的好战士，到搏击商海的企业家，尽管有许多耀眼的头衔与荣誉，他只中意一个最普通的
称号——老兵”。脱下军装40载，军魂永驻在心间，他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播种机，将红色基因的种子深埋进滋养过他的沃土，
让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下一代的根与魂。

本期视点，记者走近老兵王军，聆听他的生死经历与无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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