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志愿军老兵
� � 2019 年 10 月，志愿者曙笑华（右）在看望志愿军老兵初宝进时听老人讲述当年的故事，并向老
人展示当年战场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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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的
成立，源自一次自发的志愿军老
兵走访活动。

2016 年 6 月 21 日， 电视剧
《三八线》播出结束后，正在横店
拍戏的赵波和剧中另一名演员
姚增强决定去浙江省金华市磐
安县看望志愿军老兵，“去看看
活历史、活英雄。 ”

那次走访，他们从平原一路
往山里走， 共看望了 8 位老兵。
耄耋之年的老兵生活水平参差
不齐，走到最后一位老兵陈可来
的家中时，90 多岁的老人住在还
没有装修的毛坯房中，“像工地
一样”， 简陋的条件让两人心里
一阵难受。

赵波用手机拍了视频，发到
《三八线》演职人员群中，立即有
不少人发私信给他表示愿意捐
款，但赵波希望更进一步，“就我
们几个人，能帮到多少老兵呢？ ”

他建议成立一个公益组织，
寻访更多的抗美援朝老兵，“为
衣食无忧的老人送去慰藉，为生
活困难的老人送去温暖。 ”在大
家的热烈响应声中，“志愿军老
兵帮扶计划”呱呱坠地。

演员常荻记得，筹备工作进
行得非常迅速，正在广西拍戏的
他坐飞机赶到横店，和大家讨论
成立细节。 演员王放和爱人焦硕
熬了几夜，设计出一枚由五角星、
国旗、步枪和飘带组成的纪念章，
正面刻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字样，背面计划刻上老兵姓名、部
队番号和全国统一编号。

“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成
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帮老兵陈
可来修缮房屋。 十几名《三八线》
演职人员凑齐资金，联合当地志
愿者为陈可来的毛坯房铺水泥
地面、刮腻子、装防盗门和铝合
金窗户。 新安装的灯一打开，老
人的屋子里亮堂了许多。

从此，越来越多的抗美援朝
老兵开始走进志愿者们的视野，
其中就包括重庆市忠县双桂镇
的志愿军老战士古臣坤。

1950 年，19 岁的古臣坤和恋
人何光英定下亲事，还没举办婚
礼就参加了志愿军，在战场上不
幸负伤，下半身瘫痪。 何光英不
离不弃， 悉心照顾古臣坤 60 多
年，老两口的爱情在当地被传为
一段佳话。

2016 年夏天，“志愿军老兵
帮扶计划”通过当地志愿者了解
到， 古臣坤老人一直有个愿
望———为老伴儿补办一场婚礼。
了解情况后，当地人武部想帮老
人实现心愿，志愿者们也决定参
与进来。

10 月 25 日， 抗美援朝纪念
日当天， 这场迟到 66 年的婚礼
在两位老人家中举行。 志愿者们
送去了医疗升降床、 衣柜、DVD
机和一套《三八线》光盘。 姚增强
特地飞到重庆参加婚礼，因工作
无法到场的演员也录制了祝福
视频。

婚礼现场， 在亲朋的鼓动
下，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的
古臣坤对何光英说：“老伴儿，我
爱你。 ”82 岁的何光英捂着脸羞

涩地笑，一对白发新人双手紧握
在一起，完成了多年来的心愿。

举办婚礼 1 年多后，古臣坤
在何光英的怀里安详离世。“我
们很幸运，能够在古爷爷‘归队’
前帮他完成心愿， 让他没有遗
憾。 ”赵波说。

【二】

“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的
志愿者遍布全国各地，平时很少
见面， 但一有活动就踊跃参与，
积极性很高，陕西地区的骨干志
愿者黄军平就是其中之一。

1953 年， 黄军平的二伯、志
愿军 1 军 7 师 20 团 1 连战士黄
建国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由于二
伯牺牲时没有成家，刚出生不久
的黄军平就由爷爷做主过继到
了黄建国名下，这让他从小就有
一种使命感，“一定要去朝鲜寻
找二伯。 ”

2016 年 8 月，得知朝鲜开放
位于开城和安州的两座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后，他立即前
往拜谒。 在开城志愿军烈士陵
园，他看到一面二三十米长的英
名墙，“墙上密密麻麻写着姓名，
每个名字都是一位烈士。 ”

虽然没有找到二伯的名字，
但黄军平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
震撼。 宣读祭文时，他在人群中
放声大哭，“在我痛哭的时候，感
觉整个烈士陵园都是自己的亲
人。 ”

随后，黄军平在英名墙前献
上鲜花， 在每座合葬墓前敬烟、
祭拜。 最后，他拿出手机拍下英
名墙上的姓名，回国整理后发布
在网上，希望为这些牺牲在异国
他乡的烈士找到亲人。

这份点击量达数十万的烈
士名单引起了“志愿军老兵帮扶
计划”的关注。 2017 年 4 月，在赵
波的邀请下，黄军平加入了这个

“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公益组织，
从此既为烈士寻亲，也寻找健在
的抗美援朝老兵。

多年来，为了了解二伯牺牲
的具体情况，农民出身的黄军平
学会了上网、使用打印机。 加入

“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后，他又
主动承担起了为全国老兵邮寄
纪念章的工作。 有时，他要负责
上百枚纪念章的检查、 核对、邮
寄，一个人做不过来就拉家人和
朋友一起帮忙。

目前， 他已经为 150 多位陕
西籍烈士找到了亲人，也走访了
20 多位健在的老兵。“我一辈子
就做了这一件事儿。 ”黄军平说，
他打算继续做下去，因为“这是
世界上最值得的事儿。 ”

【三】

在走访过程中，志愿军老兵
最兴奋的时刻，就是戴上那枚刻
着姓名、部队番号和全国统一编
号的专属纪念章。

根据志愿者们的描述，有的
老兵看到纪念章时“眼前一亮”，
指着纪念章背面说，“是，是我的
部队！ ”有的老兵在志愿者为其
佩戴纪念章时一直举着手颤巍
巍地敬礼。

“很多老兵拿到纪念章时热
泪盈眶， 回忆起当年的种种经
历。 ”赵波觉得，对老兵来说，纪
念章代表着荣誉，也意味着虽然
时隔多年， 但他们并没有被遗
忘。

这枚小小的纪念章也让 58

岁的贵州志愿者张林和“志愿军
老兵帮扶计划”相遇。 张林的父
亲和公公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
战争的老兵，从小听着战斗故事
长大。 随着父辈们日渐老去，她
觉得“要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
逐渐萌生了走访当地抗美援朝
老兵的想法。

由于平时事务缠身，张林原
本打算退休后开始实施这个计
划，但身边几位朋友的老兵父亲
相继去世，让她“有了一种紧迫
感”。

2016 年，她从单位一把手的
位置提前退休，开始走访家乡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志愿军
老兵， 一出去就是一两个星期，
白天走访，晚上住在招待所或者
小旅馆里。 虽然很累，但她不敢
停下来，有好多次“一跨进门，人
家叹了一口气，说老人前几天去
世了”，这成了她最遗憾的事情。

一年后， 丈夫看她太累，也
从单位提前退休，加入寻找老兵
的行列。 4 年里，他们走遍了全州
16 个县市， 一共走访 1129 位志
愿军老兵，为每位老兵拍摄制作
了一张 18 寸军礼照， 同时以县
市为单位为老兵制作系列画册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今年 3 月，张林在走访一位
老兵时发现了那枚特制的纪念
章，立即和“志愿军老兵帮扶计
划”取得联系。“知道有这么一群
人在做相同的事情，我觉得自己
并不孤单，很欣慰，也很温暖。 ”
她说。

“胜利会师”后，她第一时间
为 1000 多位老兵申请了纪念章。
赵波得知消息后非常兴奋：“一
下找到这么多老兵，我们求之不
得！ ”志愿者们凑够了钱，厂家加

班赶制，张林协调寄送，很快将
这批纪念章送到了老兵手中。

4 年里， 张林曾多次被这些
志愿军老兵感动。“没有一个老
兵抱怨自己的生活。 ”她觉得，这
些志愿军老兵的英雄事迹应该
被铭记，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
不屈不挠的生活态度也值得年
轻人学习、思考。

【四】

在山东省烟台市，志愿者曙
笑华也在记录志愿军老兵的故
事。 退休前，她是一名资深记者，
曙笑华的父亲曙光是一位抗美
援朝老兵， 曾任 9 兵团 27 军 94
师炮团团长兼政委。 这让她对抗
美援朝战争格外关注。 近几年，
在寻找和探望志愿军老兵的同
时，她也在对这些风烛残年的老
人进行抢救式的采访。

曙笑华先后寻访、 看望了
100 多位老兵，包括侦察兵、通信
兵、铁道兵等，对每一位老兵的故
事如数家珍。有的老兵听力不好，
曙笑华就用纸笔和他们交流。

走访中，曙笑华亲眼目睹了
战争给老兵们留下的创伤。 她曾
经看望过 98 岁的老兵初宝进，
老人参加过长津湖战役，在战斗
中右脚趾头全被炸掉，身体严重
冻伤。 聊天时， 老人脱掉袜子，

“那脚像是鞋厂里的鞋楦”，毫无
生机地垂在炕沿，让她“近距离
感受到长津湖的极寒”。

赵波在拍摄《三八线》时曾
体会过这种寒冷。 他饰演的六班
长带领全班在雪地里执行潜伏
任务， 最后全部冻死在阵地上，
牺牲时仍保持着准备战斗的姿
势。 赵波记得，那场戏拍了 6 个
小时， 最后“整个人止不住地
抖”，肩膀几乎冻僵了，好几个月
没有缓过来。

“真不知道当年志愿军‘冰
雕连’的战士是怎么度过那个夜
晚的。 ”他不禁感慨。

当年，面对武器精良、后勤保
障充分的“联合国军”，志愿军官
兵凭借顽强的意志取得了一场又
一场胜利， 曙笑华至今仍能从老
兵的描述中感受到那份震撼。

“每次听这些老兵讲当年的
经历，我们都感动着、收获着、成
长着。 ”曙笑华觉得，“其实受益
最大的是我们。 ”

听到这些故事，赵波也感慨
良多。“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有
这么一群人，其他国家都不敢小
看你。 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把这群
人当成偶像，那么这个民族一定
是有希望的。 ”而这也是他和同
仁们做“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
的初衷之一。

让他欣慰的是，如今“志愿军
老兵帮扶计划”团队中有很多 90
后志愿者，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
和领域，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
集到一起，寻访、记录志愿军老兵
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赵波经常跟这些年轻的志
愿者们分享一句话：“当我们年
华老去、子孙满堂的时候，我们
可以骄傲地跟孩子们说一句：我
们不是英雄，但我们曾经离英雄
很近。 ”

（据《中国青年报》）

� � 虽然正值盛夏，39 岁的赵波已经开始为寒冷的冬天作准备。
作为“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的发起人之一，他和志愿者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联系厂家、

制订方案，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们定做过冬的棉服。
赵波的另一个身份是演员。 2016 年，他参演的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电视剧《三八线》上映，

这部“让一帮男人流着泪”拍完的电视剧让剧组很多演员第一次接触到志愿军老兵这个群体，
“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也由此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