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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银是福泉市牛场镇双龙

村第二党支部副书记，因患先天
性侏儒症，身高只有一米二。然
而，身材矮小的他却自强不息，与
命运作抗争，自力更生实现自己
的创业理想，带领家乡的群众，尤
其是贫困残疾人家庭脱贫致富奔
小康。他说：“贫穷并不可怕，怕
的是等靠要，怕的是自暴自弃。”

身体虽有缺陷，为了生计，他
也曾到省外闯荡数年。期间，他
省吃俭用，只为回乡后能继续创
业致富梦。他心想：“村民们有着
传统农业观念，我为什么不把老
家的土地资源利用起来发展养殖
业。”2010年9月，经过深思熟虑，
他回到家乡开始了创业之路。

创业之初，大家都不看好
他。旁人常说：“你看他矮矮的，
走路、吃水都成问题，还养牛？这
不是一个笑话吗？”面对他人的冷
嘲热讽，他心里明白，说一千、道
一万，都没有用，只有干出点成绩
来才能让别人刮目相看。

天道酬勤，两年后，他的努力
和付出终于得到回报，养殖带来
的经济效益开始显现，不仅还清
了 2 万元的贷款，还买上了小货
车，日子也逐渐过得好了起来。
尽管妻子和弟弟都有残疾，2014
年，生活刚有起色的他主动要求
取消一家人的低保。2015年，他
又主动申请脱贫。

尝到甜头后，王华银的致富
信心更足了，再次从信用社贷款
10万元扩大养殖规模，创办了福
泉市华银养殖场。经过几年的发
展，养殖场现有 30 余头牛、母猪
16头、仔猪70余头，还新建了600
平方米圈舍，养殖场收到的实际
成效得到了村民们的广泛认可。

一个人富不算富，带领乡亲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王华银
又思考，不如把村民们的力量汇集起来，抱团发展，既能为今后
进入市场创建品牌打好基础，又能解决返乡农民工、残疾人就业
问题，减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说干就干，2016年 3月，他和寨上两个村民共同投资 50多
万元，利用自家的闲置土地，再租用邻居的土地大约 40多亩连
成一片，带领周边 11户农户组建银富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生
猪养殖。起初，资金不够，合作社就通过小额信用贷，边建边投，
建成一栋使用一栋，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养殖场现在总投资
400多万元，建成圈舍10余栋，总面积4000多平方米，吸引带动
周边村民60余户通过发展养殖致富。到2017年年初，销售收入
达100多万元。

王华银说：“身为残疾人，更能体会残疾人的不易，所以更要
给身边的残疾人力所能及的帮扶，带动他们一起致富。”他将“农
村金融致富学校”办学点建在养殖场内，把养殖技术和经验传授
给众多农户。为帮助更多困难家庭，他免费将40余头仔猪捐赠
给当地残疾人和建档立卡户发展养殖，免费为2000余人次做养
殖技术指导。他采取土地入股分红抱团发展模式，将全村重度
残疾人作为入股分红的重点对象。经过半年发展，16户重度残
疾困难户拿到了600元分红，一开始入股的6名困难残疾人都已
退出低保，逐步过上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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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远赴印缅抗日战场，艰
苦抗战近 3年；如今，他期颐之年，华发苍颜，悄然退隐苗寨
60余年甘当农民，朴实生活度余生。

他，就是长顺县广顺镇石洞村凯柱苗寨百岁苗族老兵金
光忠，曾是一名中国远征军战士，奔赴缅北丛林，击退日寇；
曾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解放华北、华中及海南岛；曾是一名志
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打败“联合国军”；还是一名有着 71
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复员回乡当农民，始终不改本色。

19岁上战场，远赴滇缅九死一生
1921年 3月出生的金光忠，已年愈百岁，脸庞早已布满

道道沟壑。回望过去，对 70多年前的抗战烽火岁月记忆犹
新，他的人生记忆，被几个时间节点勾勒得逐渐清晰——

缅北原始森林深处，空气闷热，炮声不断，缺水少粮……
“1942年下半年，我随部队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接受体检

合格后，沿着驼峰航线，来到印度汀江机场，进入蓝姆迦训练
基地，被编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 1军 50师 148团 3营 8连步
兵排士兵。随部队在密支那、孟拱河谷、加迈、八莫、昔卜、平
卫等缅北伊洛瓦底江畔原始森林抗击日寇。”那是金光忠一
生中最艰苦但又最光荣的时光，在战火中九死一生，最终迎
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当年在缅甸密支那的战役太苦了，下半身在满是泥水
的壕沟里泡了整整一个月。原始森林里树大林密，有日本战
斗机低空贴着树梢寻找中国军人扫射，还有日本鬼子躲在被
掏空的大树洞里或者高树杈间不时放冷枪，子弹就在身边飞
过，一个个并肩作战的战友中弹倒下，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
就没有了。”回忆起在缅北丛林与日军作战的一些细节时，金
光忠的眼圈几次泛红。

1945年4月，他们从缅北八莫坐飞机归国到陆良。8月，
随部队赴广州，经南宁时，得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继续
赶到广州参加日军投降仪式，先后驻扎广州白河洞、石灰塘
和香港九龙等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建设军人证明书上记录了金光忠
从缅甸战场回国后，于 1948 年 10 月 25 日在辽西解放入
伍，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野战军 43军 127师 381团 2
营 8 连，至 1953 年 10 月，先后担任战士、副班长、侦察
员、副排长……

金光忠的老伴付子芬从老箱子的深处翻出一个盒子。
“里面全是他最珍重的东西，是传家宝。”付子芬打开盒子，记

者看到里面有“解放华北”“解放华中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抗战胜利 75周年”“光荣在党 50年”等 10多枚纪念章，
还有 1枚党员徽章、1个海南椰子壳茶壶、以及立功证明书、
复员建设军人证明书等。

71年党龄，老党员初心不改
7月19日中午，记者一行赶到金光忠家采访，刚到院坝，

一位精瘦挺拔的老人杵着拐杖热情地迎了出来。他身穿老
式盘扣布衣，藏青色裤子，黑色布鞋，全身上下唯一的亮色，
就是胸前佩戴着的闪亮的党员徽章。

“金老，您还记得是哪年入党的吗？”记者问道。
“我咋不记得咯，我是 1950年 1月 1日在湛江遂溪申请

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金光忠不假思索地回答，“那一年，朝
鲜战争爆发，我成为抗美援朝第一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
士”。当记者翻开他的证件显示，与金光忠所说入党时间和
地点完全相符。

其实，早在1935年4月，革命的种子、红色的火种就已经
播撒在了金光忠的内心深处。“那年，红军部队在我们凯柱呆
了三天三夜，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充当小小向导员，红军对群
众很友好，他们在墙壁上写‘打土豪、分田地、分山林、分房子
’等标语。”金光忠说，那时候他年仅14岁，临走前，红军想动
员他一同参军北上，但因其年幼，不得不放弃。

时光荏苒，如今，金光忠是有着71年党龄的老党员。付
子芬笑眯眯地说：“只要他穿着衣服，就一定要佩戴党徽，走
哪里都戴着。”

“一日入党，一生跟党走。”金光忠说，在革命战争年代，
保家卫国就是他最坚定的信念，在和平生活年代，他胸前戴
着党员徽章，就是时刻提醒自己，既然是党员身份，就要有党
员的样子，永远记着为人民服务。

“我文化浅，没有读过什么书，是跟着共产党才认识点
字，学到点文化。”金光忠说，组织安排他在海南岛学习了三
年。

金光忠珍藏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
立功证明书”信息显示：“1951年 5月 27日累积立小功 1次，
在江西立艰苦功小功2次，吃苦精神好，工作积极；在海南岛
立艰苦功小功 1次，吃苦耐劳好，团结好，纪律观念强，战备
工作积极，不怕困难，能完成任务。”

“以前条件艰苦，但我从来不怕吃苦。现在条件好了，也
不能铺张浪费。”这种吃苦精神，他一直发扬至今，也总是这
样教育子女。

复员回乡66年，隐居苗寨当农民
“1955年，我回到了长顺，当过民兵连长，牵头成立互助

组、农业初级社，后来被安排在长顺县土产公司工作，1962年
因政策原因精简人员，我没有多少文化，便主动离职回家务
农一直到现在。”金光忠告诉记者，回乡务农，支援农村成为
他最强烈的想法。

就这样，辗转全国大江南北及缅甸、朝鲜战场10多年的

金光忠，放下枪杆子，悄然回到家乡石洞村，扛起锄把子，一
直勤勤恳恳地干农活。后来，即使他的生活很困难，也从来
不向上级部门开口要待遇。

金光忠为人忠厚老实，处事低调，从不吹嘘炫耀。当地
政府、寨邻亲友及其家人都只知道他是一名扛过枪、打过仗
的退伍老兵。但是，究竟经历了哪些战争？到过哪些地方？
也无人详细说清楚他的经历。

直到2016年6月，黔南日报都匀记者站记者文隽永重走
长征路，来到长顺挖掘采访红色文化故事，才对金光忠的战
斗经历有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发现并了解金光忠老兵的身
世，缘于一次偶然遇见。”文隽永说，他是在翻阅《发现红色之
路——长征路上的长顺》时，看到其中《我和红军一起吃过
饭》记录了金光忠的“一句话信息”，他按照时间推算老人应
该是一名抗战老兵，于是多番联系实地采访。

“亮明记者身份，打消了金光忠老人的疑虑，他才逐渐与
人说起那段封存的远征军抗战秘密。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
好的老人，能够清晰地说出自己过去所在部队番号，回忆起
在缅北丛林与日军作战的一些细节，与史料记载的基本吻
合。”文隽永说，他暗自惊喜，金光忠就是他苦苦寻找散居民
间的中国远征军抗日老兵。

如今，就只有金光忠和妻子付子芬两个老人住在家里，
儿女们都外出务工谋生了。“我们两个老老生活自理没有问
题，前两年他还和我下地做点活路，现在腿脚不是很方便，只
能一起出门摘点菜还行。”付子芬说。

记者看到，家里虽然只有两个老人居住，但是收拾得房
屋亮堂，用具摆放整齐，地上干干净净……“不给国家找麻
烦，不给政府添负担，我们还能凭自己劳动吃饭。”金光忠说。

越是丰功伟绩，越是低调朴实。当记者摸着金老胸前的
“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羡慕地说，今年建党 100周年，中央
发给你这枚纪念章，心情如何？他动情地说：“我能活到 100
岁，这辈子知足了。现在生活好了，我的‘复员优抚补助金’
也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真心感谢共产党！每年
还有省内外志愿者来看我，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每月还给我
1200元的‘老兵致敬金’。”

金光忠带着记者一行来到家门口的“红军桥”上，当起
“红色宣讲员”，给大家详细讲述中央红军部队长征过广顺石
洞村，并和红军战士一起吃饭相聚的红色故事。

当记者与金老临别时，他挺直微驼的脊梁，将右手举
过头顶，颤颤巍巍，指头蜷曲。此时，记者才注意到老人
的手指严重变形，
这些创伤是战火留
给这位百岁老兵的
印记。此时，记者
才注意到老人眼中
饱含的热泪……敬
礼，老兵！

百岁老兵金光忠：

隐居古寨 本色不改
本报记者 田高 牟泗亭 本报都匀记者站 文隽永 实习记者 张雪梨

老兵金光忠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讯 福泉市把落实好老干部“两项待遇”，做好精准化
服务工作，更好地保障老干部的身体健康作为“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重要抓手，组织全市离休干部及县处级退休干部进行健
康体检,切实为老干部健康保驾护航。

该市及时将健康体检工作列入2021年度老干部工作计划，
按需拟定体检方案。以市委老干局、老干部活动中心为主体，各
相关责任单位负责同志协助，建立健康体检服务小组，确保老干
部健康体检无遗漏、全覆盖。健康体检服务小组在征求老干部
及家属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积极与福泉市健康体检（管理）中心
沟通协调，确定符合大多数老干部意愿、针对性强的体检项目，
结合体检人员年龄大、行动不便、路线不熟等实际，制定了具体
方案，采取统筹安排减少等候时间、建立独立检查区域、设立健
康体检咨询处等方式，确保老干部体检工作有序、高质量开展。

此外，该市还在保障老干部各健康体检项目查细、查透、查
准的前提下，采取“一对一”反馈健康问题。由健康体检服务小
组牵头，体检中心负责，建立健康档案，对需要进一步治疗的提
出保健或治疗建议，同步将体检结果更新整理归档，为老干部身
体健康及以后的保健治疗提供详实、准确、可靠的资料依据，为
老干部健康保驾护航，确保老干部放心。

（蔡丽梅 本报记者 罗阳）

福泉：

多举措为老干部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 平塘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针对农村流动党员
管理难、组织难、学习难等实际问题，创新工作思路，丰富学
习形式，做到“离家不离党，流动不流失”，确保流动党员培训

“不掉队”。
建好一套台账。县委组织部明确责任科室和专人负责

流动党员培训工作，要求镇、村两级在原有流动党员管理
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电话沟通等方式，分层分级对流动党
员情况进行全面细致调查摸底。通过主动与流动党员建立
联系，对流动党员的流入地及地域分布等情况进行核实，
分村 （社区） 建立 《流动党员动态管理台账》，做到明去
向、知现状，实行“天调度、周汇总，月考评”制度，加
强和上级沟通对接，及时上报台账，为广大流动党员全员
参加培训奠定扎实的基础。

搭建一套平台。通过建立流动党员微信群、QQ群等
学习教育交流群，积极开展网上互动交流，采取“选修+
必修”课的方式，引导流动党员积极参加全省组织开展的
网络培训，并明确专人向流动党员推送学习安排和学习重
点，确保学有遵循，同时针对无党组织依托，但流动党员
较集中的地方，建立功能型学习党支部，着力搭建“集中
补学”平台，确保学有阵地。利用“学习强国”等APP,及
时推送党史教育资源，打包组装党史学习教育学习产品，
着力打造“流动中的阵地”“指尖上的课堂”，竭力为流动
党员提供“菜单式”学习服务，确保每位流动党员按时完
成32学时的培训。

建立一套机制。建立宣传教育机制，利用手机短信、微
信等多种方式，及时向在外流动党员多角度深层次宣传党史

学习教育相关会议精神，切实增强流动党员参加党史学习教
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建立“双向管理”机制，即坚持以
流出地为主、流入地为辅的原则，共同组织引导流动党员主
动参加推送的课程和党史学习教育。建立跟踪考评机制，即
利用党员积分制管理，对流动党员参学情况进行动态跟踪、
严格考评，对学习不及时的流动党员，要进行“补课”，对不参
加组织生活和党史学习教育的流动党员给予批评教育。

(蒙贤安)

平塘：三举措确保流动党员培训“不掉队”

本报讯 经过近2个月的细心种植管理，平塘县平舟
镇甘寨村的四季豆迎来了采收季，这段时间，村民们正忙
着采摘上市。

走进平舟镇甘寨村四季豆种植基地，绿油油的藤蔓顺
着架子生长，形成天然的大棚，务工群众穿梭其中采摘四
季豆，刚采下的新鲜四季豆立即包装，送往各个市场。

平舟镇甘寨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助理方顺刚介绍：“我
们现在已经采收了十几天，每天都是采收在 4000 斤左
右，我们是边采收、边施肥、边出售，主要发往杭州和上
海，发价都是3元一斤。”

今年，甘寨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雨量充沛、四
季分明、昼夜温差大等自然优势，引进企业发展种植四季
豆，并鼓励农户积极自种，小规模种植。种子、肥料等种
植材料由公司与合作社全部承包，统一品种，提高种植科
技含量，降低农户种植风险，且由合作社以保底价每斤
1.3元统一收购，让群众放心种植。

“我们今年引进外资，以‘公司+农户+合作社’的模
式，种植了 100余亩的四季豆，带动 51户农户种植 60余
亩，合作社种30余亩。”方顺刚说道。

甘寨村的四季豆产量高、口感好、品相佳，深受收购
商和消费者青睐，完全不愁销路，给种植户吃了一颗定心
丸。

自种植四季豆以来，四季豆基地每天用工人数均在
20至30人左右，带动了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增收。

据悉，平舟镇甘寨村这一批四季豆采摘期将延续至
10月，下一步，甘寨村将继续大力发展四季豆产业，拓
宽村民增收致富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平塘记者站 刘兴月 吴磊 摄影报道）

平塘甘寨村：四季豆拓宽群众致富路

7月18日，黔南州第七届运动会山地自行车比赛落下帷幕。
本届运动会山地自行车比赛共有贵定县、荔波县、平塘县、

瓮安县、长顺县、惠水县等6个县的选手参加比赛，比赛分为个
人竞速赛、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接力赛等形式进行。经过两天
的激烈角逐，此次比赛共产生9枚金牌、9枚银牌、9枚铜牌。

本报贵定记者站 赵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