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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日，哈尔滨医科大学；9月 3
日，哈尔滨工业大学；9月 4日，郑州黄
河科技学院……这是一位年逾古稀老
人的日程安排。

每年至少推出 3堂新课，授课次
数过百，且每一堂课都会根据不同听
众、不同时事背景等调整授课内容，从
未用过一成不变的讲稿……这是一位
老兵在国防教育领域的“冲锋”姿态。

担任 14所军地院校客座教授，应
邀为 29个省市的党政机关及所属 66
所党校、57所高校和 48个团以上部队
授课，听众人数达数十万……这是一
位老党员退休12年来的坚实足迹。

他，就是国家国防教育师资库首
批入库专家，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一退
休干部休养所退休干部金恩祥。

“我愿做一把火炬，点燃

大家的国防热情”

9 月 17 日下午，黑龙江省委党校
学术报告厅里水泄不通，有些人甚至
上到二楼向下张望，侧耳倾听。

讲台上，满头白发、身板笔直的金
恩祥，思维敏捷、见解独到、语言幽默，
他的授课深深吸引着台下每一个人。
“谁说大家不喜欢国防教育课？

那得看是谁来讲！”该校副校长韩健鹏
感慨地说，“听说金将军来授课，计划
内安排的 500 名学员无一缺席、无一
迟到。学校还有不少教员、在职研究
生也闻讯赶来……”

12 年前，也是在这个报告厅，即
将退休的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金恩
祥，应邀给党校学员讲一堂国防教育
课，没想到赢得满堂喝彩。
“您对国际安全形势和国家安全

战略有这么深的研究，讲课效果这么
好，何不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大家对国
防建设多些认知和了解？”课后，时任
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永洲迫不及
待地给金恩祥提议。
“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人人都

应把国防装在心中。我愿做一把火炬，
点燃大家的国防热情。”当时正为了网
络上一些抹黑英雄、恶搞经典的行为
而忧心忡忡的金恩祥欣然答应，他向
老伴收回了退休后要多陪陪她的承
诺，全身心投入到国防教育宣讲中。

在接下来黑龙江省组织的“国防
教育面对面”系列讲座活动中，金恩祥
的课越讲越火，人气越来越旺，邀请函
也越来越多。就这样，他从黑龙江讲
到东北三省，从东北三省讲到大半个
中国，一讲就是 12年。一个装着笔记
本电脑、讲稿和必要生活用品的旅行
箱，多年来始终保持“战备状态”，一接
到邀请，金恩祥就像出征的战士一样
背起行囊就出发。
“作为一名老兵，能为国防建设吹

一吹助阵号角，我感到很荣耀，也觉得
这样的退休生活很充实，很有意义。”

“课讲不好砸我个人牌

子是小，影响国防教育质量

是大”

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安全环境》
到《扑朔迷离的半岛形势》，从《蓝色国
土与海上安全》到《聚焦热点看世
界》……这些年，结合时事和国防热
点，金恩祥先后围绕 40多个专题作了
1400余场报告。

金恩祥有着部队师、旅长和原军
区机关部门以及在国防大学任教的丰
富工作经历，长期从事国际安全形势
和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出版过 3部专
著，主编过 8本军事教材，发表过 90余
篇军事学术论文。因此，给普通听众
宣讲国防教育，对他来说并非难事。
可金恩祥从没有过“对付”的念头，准
备每个专题都要查阅大量资料，每堂
课前都精心备课，力求根据听众情况
进行针对性调整。

国防教育课多是“命题作文”，且
必须紧跟形势。金恩祥每天都收听收
看新闻联播，第一时间学习党的创新
理论，第一时间了解掌握国内外形势，
并紧盯热点敏感问题深入思考。家里
堆满书籍的阁楼成为他的“工作室”，
他的两台电脑中也满是大量的文字资
料、图片和视频，“不能光吃‘老本’，不
然脑子里的那点存货很快就会用光”。

“课讲不好砸我个人牌子是小，影
响国防教育质量是大！”每当接到新的
授课任务，金恩祥都会一遍遍地构思，
一次次地修改和试讲，直到自己完全
满意，才会登上讲台正式授课。

“开展国防教育是每名

老兵的社会责任”

金恩祥点燃了听众，听众也助燃
着他，让他这把“火炬”越燃越旺。12
年来，金恩祥始终激情不减、热情不
降，没有拒绝过一次授课邀请。

2011年，金恩祥右腿的蜂窝组织
炎复发，想到 3天后要去长春讲课，他
毫不犹豫地办理了出院手续，带上药
瓶踏上了火车。下车时，由于右腿不
听使唤，他一脚没踩稳，踏进了火车与
站台之间的空隙，小腿蹭掉一层皮。
他来不及包扎就奔向“战位”，直到讲
完课才到医院去处理。

由于连年奔波，加之年龄增长，金
恩祥身体“报警”的地方越来越多，越
来越频繁：颅内血管阻塞、颈椎腰椎压
迫……家人多次劝他歇歇脚，他嘴上
答应着“行”，可一接到邀请，他连想都
不想便应承下来。

2012年一个三伏天，黑龙江省鹤
岗市绥滨县县委组织部邀请他去讲
课。由于时间紧，金恩祥没有订到卧
铺，辗转乘坐13个小时的硬座和4个小
时的汽车，到达绥滨县后没来得及喘口
气就走上了讲台。由于长途旅行，颈椎
和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令金恩祥疼
痛难忍，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
流。工作人员以为是天气炎热，把空调
温度一降再降，直到授课结束也不知道
台上的金恩祥身体出现了状况。
“您想过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吗？”

看着金恩祥家里摆放的“全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等荣誉证书，记
者好奇地问道。
“开展国防教育是每名老兵的社

会责任。”金恩祥说，“我已经决定后半
生就干好这一件事，一心一意当好国
防教育的‘播火者’！”

下图：9月4日，金恩祥在河南郑

州黄河科技学院与学生亲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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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有一个视如生命的盒子，里

面装着他最心爱的3枚“勋章”。来我

们家的客人，要是能让我爷爷打开盒

子，亮一亮勋章，讲一讲勋章背后的故

事，那可是最高“礼遇”。

严格意义上讲，盒子里装的不是勋

章，是1枚纪念章和2枚军功章。可我

爷爷一直说是勋章，就是勋章！我曾为

这事和爷爷较过真，气得他吹胡子瞪

眼。在他看来，他珍藏的就是3枚象征

荣誉的勋章。它们每一枚都有一段不

寻常的来历，诉说着我们一家三代军人

的军旅往事，也反映了人民军队不同时

期奖章的变化。

第一枚是纪念章，属于我爷爷，

1957年2月由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和昆

明军区慰问边防部队代表团赠。徽章

外圈由金色的五角星、麦穗、齿轮组成，

内圈红色背景上，上方镶嵌着金色的毛

主席头像，下方是绿色的祖国大陆地

图，金色的枪支和橄榄枝交汇在地图

上。因年代久远，这枚纪念章已褪去了

色彩，但更显得沧桑和厚重。

听爷爷讲，他1952年入伍时，我军

的荣誉表彰制度刚刚建立，参加战斗

立功或有重大突出表现的官兵，会发

给奖状，但没有奖章。较为特殊的是

1955年，我军大范围地给土地革命、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有

功人员颁发了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

章和解放勋章，让他们这些后来入伍

的人羡慕不已。爷爷说，他们在羡慕

的同时，更多的是敬仰，敬仰那些从枪

林弹雨里闯过来的老兵，他们为了新

中国的建立流血牺牲，无愧于那一枚

枚沉甸甸的勋章。

那爷爷的这枚纪念章如何而来？

听爷爷讲，1956年底，他们所在部队奉

命调往川滇藏一带剿灭土匪，打了几十

场战斗，他们营牺牲了几十人，他也在

一次战斗中挂彩。1957年2月，他们正

在中甸一带作战，昆明军区和省里派了

慰问团来一线慰问，给所有参战官兵赠

送了这枚珍贵的纪念章。虽说人人都

有，但牺牲的几十名战友已经永远无法

佩戴了，所以这枚纪念章，同样是人民

子弟兵用鲜血染红的勋章，也是新中国

成立之初，祖国和人民对子弟兵关爱，

子弟兵为祖国为人民不怕牺牲、甘于奉

献的见证。

1960年，爷爷带着这枚纪念章退

伍，回到我们那个偏远的彝族山寨，再

也没有机会佩戴它。他把纪念章珍藏

在一个盒子里，时不时拿出来回忆那段

硝烟弥漫的岁月，缅怀牺牲的战友，给

我们儿孙讲一讲纪念章背后的故事。

我小时候特别爱听爷爷讲他的军旅过

往，长大后才明白，其中寄托着他对我

们的殷切期望。

第二枚奖章，属于我三叔。这是一

枚改变他命运的奖章，是一枚三等功奖

章，奖章由军徽、齿轮和麦穗组成，绶带

由白色丝线编织而成，中间的三道红色

竖杠表示三等功。这是我军第一代统

一的奖励证章，由解放军原总政治部统

一制作。

受爷爷的影响，父亲五兄弟长大后

都想成为军人，轮番应征，但只有三叔

遂了心愿，1984年成为一名武警战

士。三叔身体素质好，也肯吃苦，在部

队很快成为军事训练尖子，1987年在

省武警部队大比武中，因成绩优异荣立

三等功。随后，三叔被保送到军校读

书，提干当了军官。

三叔曾和我讲起这枚军功章背后

的艰辛和付出。他说，训练成绩要想超

过别人，方法只有一个：比别人流更多

的汗，比别人吃更多的苦。他每次瞄靶

训练，一趴下瞄准就是个把小时，瞄得

眼睛都肿了。武装越野，别人跑五公

里，他就跑十公里。

收到三叔的立功喜报，爷爷高兴坏

了，之后三叔探亲回家，爷爷把这枚军

功章在手里摩挲了好久，之后一有时间

就拿出来看看，每次都乐上半天。在我

的记忆中，爷爷每次拿出这枚军功章，

都要对我说上一句：“好好读书，长大了

也要去当兵，像你三叔一样拿枚勋章回

来！”

第三枚奖章，属于我。这也是一枚

三等功奖章，是我军目前颁授的最新式

奖章。比起爷爷和叔叔的奖章，我的这

一枚尺寸更大、材质更好，外形更加庄

重美观。

从小爷爷就把当兵最光荣、好男儿

要当兵的观念如一粒种子般播撒在我

心中。2007年，我大学毕业随即入伍，

成为一名边防军人。去部队前，爷爷特

意拿出他和叔叔的“勋章”，让我好好看

看，千叮咛万嘱咐我到了部队要积极表

现，争取立功受奖。

获得奖章是每一名军人的梦想，作

为我们家的第三代军人，我要是没有获

得一枚属于自己的奖章，在爷爷和三叔

面前就抬不起头，在全家人面前也直不

起腰杆。只不过，我的身体素质比不上

三叔，也没有爷爷那样在战场上冲锋陷

阵的机会，不过我生长在好时代，携笔

从戎一样能为部队作出贡献。在军营

里我处处留心，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写

出多篇反映官兵工作生活的新闻稿

件。2013年，我终于获得一枚属于自己

的三等功奖章。探亲回家时，我把它交

到爷爷手中，一向坚强的他竟然喜极而

泣。自然，这枚军功章也被爷爷放进了

那个盒子里。

一个家庭，三代军人，3枚不同时

期、不同样式的奖章，是我们这个普通

的彝族山区家庭，给祖国和人民交上的

一份答卷。爷爷身为我们家的第一代

军人，培养了家中第二代、第三代军人，

教导我们在部队建功立业。他临终前，

怕耽误我工作，嘱咐家人别告诉我，但

交代要把他视如生命的那个盒子留给

我。如今，一想起爷爷，我就会拿出盒

子，看看里面的3枚“勋章”。我想，他

的希望绝不仅仅是保存好这三枚奖章，

而是希望我们家的军人血脉能得以延

续，到时候把第四枚、第五枚甚至更多

的奖章，放到他留下的盒子里。

这是他无声的嘱托和期望，也是我

们后辈要延续下去的一种信念。

（注：文中爷爷毕贤，退役前为解放

军 42师 124团 1营战士；三叔毕荣华，

2009年转业前为武警云南总队玉溪支

队副支队长；作者毕仕举，2016年转业

前为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机动支队司令

部参谋。）

上图：爷爷、三叔和我依次获得的3

枚奖章（从左至右）。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临终前，爷爷嘱托家人把他一生珍藏的那个盒子留给了我，里面装着他最心爱的3枚“勋章”——

勋章·血脉·信念
■毕仕举

“塔山没有山也没有塔，参加塔山
阻击战的烈士们就是山，就是塔。”

1948 年 10 月，以“惨烈”著称的塔
山阻击战打响。那时，作为原中国人民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 4纵队担架营的一
名战士，张贵斌入伍只有5个月。

1948年 5月，22岁的张贵斌从家乡
鞍山参军。这个年轻人很清楚自己的
选择意味着什么：几个月前，鞍山迎来
解放，安稳的生活近在咫尺，更何况他
结婚不久，妻子刚有了身孕。但是他
更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父亲因被国民
党抓壮丁去世，他早早就明白“有国才
有家”的道理。因此，哭泣的母亲和妻
子没有让他心软，他坚定地对她们说：
“你们等着我的好消息，我到部队肯定
打胜仗。”

那是一场打得尤为艰难的胜仗。
塔山阻击战中，张贵斌的左膝让炸弹
“刮下去一块肉”，他“用土面子糊在上
面”止血，继续背了 20多个伤员，“7天 6
夜守在战壕里，没后退一步，战友受了
伤我们就拼命背回来……打完仗，全连
只剩下3个人”。
“一点也不怕死，就想着打胜了比

什么都强。”回忆往事，93岁的老兵豪气
不减当年。因为在塔山阻击战表现英
勇，张贵斌获得“人民功臣”荣誉称号，

并记大功一次。1949 年 2月 6日，是张
贵斌牢记一辈子的日子，那一天他光荣
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随后的大半生
里，时刻谨记着自己是一名党员。

后来，张贵斌继续跟随部队南下作
战，打武汉、打长沙，一直打到桂林。因
战事紧张，又怕家人担心，参军后的整
整 5年时间里，他没给家人寄过一封书
信，一张寄回家的立功证书成了让家人
知道他还活着的唯一物证。

对于他的妻子丁凤珍来说，那是一
生中最难熬的日子：丈夫杳无音信，她
独自靠编草鞋为生，还要照顾家中老
小。1953年，丁凤珍收到一封张贵斌寄
自广州的信，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女人
决定独自带着女儿去看丈夫。

92岁的丁凤珍已经想不起来，那次
她究竟用了几天几夜才到达广州，只记
得部队同志的热情接待“冲淡”了她路
途上的辛苦，“到了之后，有炊事员给我
打饭，还有人给我打水”。丁凤珍和张
贵斌以及 5岁的女儿到照相馆拍了他们
的第一张全家福，这张照片至今保存在
家中的相册里。

然而，丁凤珍作为一名军属的优
待和光荣没享受多久。1954 年，因战
时留下的伤病，张贵斌抱着“不想给组
织添麻烦”的想法离开了部队。他放
弃了组织提供的两个工作选择：广东
省广州市海关和湖北省汉口市公安
局，决定回到家乡支援家乡建设，“在
战场是为国尽忠，但家里还有老母亲，

我该回家尽孝了”。
战争摧残了这个只有 28岁的年轻

人的身体。看着一瘸一拐、一顿只能
吃下几口饭的丈夫，丁凤珍很是心疼，
劝他去医院看看，张贵斌总是用“快好
了、快好了”的话语“敷衍”。他觉得，
自己是军人，在战场上受点伤没什么
大不了的，不是还能正常生活吗？

从部队复员回乡后，极少有人知道
张贵斌在部队立过功，只知道他是一名
党员，一名退伍军人。工作中，他给大
家的印象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和
退伍老兵：张贵斌先后在辽宁省海城西
柳镇小码头村党支部、西柳信用社担任
过负责人，之后又到海城农电局西柳供
电所当过会计和所长，也在农电局物资
供应站工作过。无论在哪个岗位，张贵
斌都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党员就是要
一心为民，不能只为自己。”

回乡第一年，正赶上村里组建生产
社，张贵斌拿出自己的全部复员费 100
元，给生产社买了 3 匹马和 1 辆大挂
车。这笔钱当时能盖 5间大瓦房，可张
贵斌却带着全家 6 口人挤进了 3 间草
房。

上世纪 60年代初，张贵斌到西柳供
电所工作，适逢农村电网进行改造。他
拖着伤腿，和全所职工一起参加会战，
抬电杆、架线路，吃住在施工现场，1个
多月都没回家。西柳供电所距离农电
局有 15公里，腿部有伤的张贵斌骑自行
车往返要三四个小时，他咬牙坚持了 6

年。他还自己缝了个钱袋子揣在身上，
保证一分不差地取款送款。

1962年，还是个孩子的李思恩跟着
家人搬到小码头村，和张贵斌成了邻
居。他记得，那时候张贵斌就已经是远
近闻名的好心人。当时农村看病困难，
张贵斌经常自掏腰包买来青霉素、链霉
素等药物给需要的病人，“帮了老些人
了”。更让李思恩感恩终生的是，几年
后他的父亲去世，张贵斌忙前忙后帮着
他家操办后事，“他就是一个热心肠的
人，把别人的困难都当自己的困难来帮
着解决”。
“挣再多的钱也得用到正地方，要

用来帮助别人。”张贵斌对金钱看得
很淡。作为离休干部，他住院费用全
额报销，但每次生病住院，只要能下
床，他就让女儿办出院手续。二女儿
张英说：“有时候，我和我爸说多住几
天国家也给报销，我爸就教育我，说
我省下来，国家还能用在别处，给更
困难的人用。”

如今，张贵斌和妻子住在海城市一
个普通居民小区一套 31平方米的房子
里。每到阴天下雨，张贵斌的腿就会疼
起来，老伴丁凤珍只能帮他按一按再热
敷缓解。张贵斌早已习惯了这种疼痛，
时常，他会因此想起那段炮火纷飞的岁
月。
“那么多战友都留在了阵地上，我

还活着，过上了好日子，该知足了。”
（题图照片由刘涛提供，制图：张锐）

他拿出来的，不只是立功证书
■本报记者 杨明月

9月 28日，国网鞍山供电公司离休干部、
老兵张贵斌的二女儿张英，在一个短视频平
台上传了一条 93岁的父亲试穿新军装的小视
频，收获了1.4万个赞。

这身黄色军装是辽宁省鞍山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赠送给张贵斌的，视频中老人穿上军装
时喜不自禁，满脸笑意，许多网友在评论里为
老人送上真诚的祝福并表示敬意，点赞最多的
评论说：“这是你家的‘宝贝’，国家的功臣，人

民的英雄，祖国的骄傲。向老英雄致敬！”
距离张贵斌上次穿着军装已经过去 65

年。1954年，他从部队复员回乡，就收起了自
己的军装，藏起了 4次大功、4次小功的功勋
荣誉。直到今年鞍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反复
要求核实老兵立功信息，凭着“我应该对党忠
诚”的朴实想法，张贵斌才将自己的奖章、立
功证和喜报拿了出来。了解老人的事迹后，
人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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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章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