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参观抗日战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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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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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周口一高

学生代表来到位于周口关帝庙内的周口

抗日战争博物馆!重温历史!纪念"九一八

事变#

&'

周年$

在博物馆内!馆长朱成刚向学生代表

介绍了馆内收藏的抗战时期的文物!讲述

了周口人民抗击日寇% 保卫家乡的往事!

并通过将当时敌我双方的装备进行对比!

向同学们说明发展工业的重要性$

学生们一边聆听朱成刚的讲解!一边

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 高一学生王政告诉

记者!这是他第一次了解周口人民抗战的

故事!回学校后!他会在班会上把自己的

所见所闻讲给同学听$

据了解!周口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朱

成刚是一名民警!他将十余年来收集的与

抗日战争相关的文物集中起来!成立了周

口抗日战争博物馆! 供市民免费参观!并

和同事李东升%李保民等人利用业余时间

为前来参观的市民义务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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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抗战老兵这样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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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摸证书敬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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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姬慧洋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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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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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震惊中外的 &九

一八事变#爆发的日子!这一天也被视为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始$

!

月
"&

日!记

者走近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听他

们激情满怀地讲述故事!看他们饱含热泪

地缅怀战友$

当日上午! 记者来到
!(

岁抗战老兵

赵永近家时!看到他正端坐在电视机前看

新闻! 其实! 与其说是 &看#! 不如说是

&听#!因为赵永近的视力不太好$ 看记者

来了!赵永近点点头!继续&听#新闻$ 据赵

永近的女婿介绍! 老人早晨
)

点就起床

了!起床后就打开电视&听#有关&九一八#

的新闻$ 记者看到!&听#到动情处!赵永近

眼里饱含热泪$ 记者问起他当年的事!赵

永近说'&惨( 那年我们在湖北保卫宜昌火

车站!一颗手榴弹在我身边炸开!没想到

我能活到现在$ 你们现在生活太幸福了!

应该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

由于天气和路程原因!记者无法赶到

抗战老兵庞景兴和赵振成的家!便打电话

向他们送去了问候!并关切地询问了他们

当天是怎样度过的$

据抗战老兵庞景兴的儿媳介绍!

!

月

*&

日一大早!庞景兴便把家里的孩子叫到

身边!告诉他们勿忘国耻!珍惜现在的幸

福生活$ "俺爸还站起来敬了个军礼$ )

抗战老兵赵振成的儿子说'"俺爸今

天一大早就让我拿出来他的证书和纪念

章! 那是红山石志愿者协会给他送来的$

俺爸以前当的是国民党的兵!但是俺爸也

打过鬼子!也参加过抗战$ 今天早上吃完

饭后!他就坐在轮椅上!抚摸着手里的证

书和纪念章!一直掉眼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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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纷致敬意表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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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李伟

本报讯 在本报"寻找我们身边的抗战

老兵) 特别策划活动中!

!

月
*&

日邀请老

兵们在周口聚会是既定内容$遗憾的是!由

于老兵们的身体状况大多已不容许在阴雨

天随意出行!这次聚会不得不延期举办$

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到来之际!让

均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抗战老兵相聚! 追忆

当年%畅谈当下!不仅是本报的一个心愿!

也是老兵们的渴望$一周来!记者采访老兵

时只要一提起聚会!他们就立刻眼泛光彩!

颇为激动$那么多年过去了!老兵们之间很

少有联系! 因为年龄% 身体状况等种种原

因!走动就更少了$能和有很多共同语言的

战友们聚一聚!对这些曾经叱咤风云%如今

相当落寞的老人们来说! 该是多么令人高

兴的一件事$现居商水的
!+

岁抗战老兵马

因年在接受采访时就说! 和战友聚会是他

多年的心愿!去年为了了却这个心愿!他还

缠着孩子们开车送他去南阳看望一位战

友$ "晚报能组织我们老兵聚会!真是太感

谢了$ )

躺在病床上的马因年最终没能来周$

和他一样!在连日阴雨中!本报找寻到的好

几位老兵都再次进了医院$ 一些身体相对

硬朗的虽然很想参加聚会! 但在家人的担

心中!他们还是取消了雨天出行的计划$

和老兵们一样深感遗憾的还有周口神

农庄园的员工们$在本报"寻找我们身边的

抗战老兵)活动征集令发布之初!神农庄园

就致电本报询问可否请老兵们到庄园聚

会$ 得到肯定答复后!庄园立刻着手准备!

专门拟定了抗战老兵聚会菜谱! 他们把庄

园招牌菜烤全羊改成了更嫩滑爽口的蒸全

羊! 把其他菜品也都按低脂清淡的标准进

行了调整$庄园负责人李明玉承诺说!老兵

聚会时! 他还会专门提供小会客室让老人

们更自在地喝茶聊天! 员工们还想为老人

们披红戴花!以表达对抗战老兵们的敬意$

昨天得知聚会取消! 李明玉在遗憾的同时

表态'不管老兵什么时候聚会!神农庄园都

会按这个标准帮忙举办$

在这次活动中! 社会各界致电向老兵

致敬并表达关爱之情的还有很多$ 比如河

南绿颍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保安就亲自

打来电话!赞赏晚报活动的同时!还嘱托本

报向老兵们转达他的敬意!承诺"只要老兵

有需要!家庭保洁%水电维修我们都包圆)$

他还想抽时间带着员工到老兵家看望$"让

现在的年轻人近距离接触当年的抗日英

雄!受受教育$ )

!"岁抗战老兵祭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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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牛思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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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抗

战老兵张长海来到周口烈士陵园! 向无

名烈士墓三鞠躬! 祭奠那些在抗战中牺

牲的战友$

当日
!

时许!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在

下!在防空警报声中!张长海在家人的搀扶

下来到周口烈士陵园!如图"$ 在烈士纪念

堂! 张长海看着抗战展览画册说'"这画上

的部队就是当年我们的部队$ 这画中的人

就是当年我的师长$ )

随后!在无名烈士墓前!张长海三鞠

躬! 并喃喃道'"各位战友! 我来看你们

了!祖国不会忘记你们!人民不会忘记你

们!战友也从来没有忘记你们$ 战友们!

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今天我们的祖国

非常强大! 你们一定会感到自豪$ 战友

们!你们不会孤单!祖国和你们在一起!

我和你们在一起$ )

在
!

月
*&

日当天祭奠战友!这也完

成了张长海的一桩心愿$

九旬老兵写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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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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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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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怀着对祖国的热

爱和对昔日战友的思念之情以及对后代的教

育之情!

!,

岁的抗战老兵邱友功奋笔疾书!一

气呵成了*勿忘&九一八)+国耻日,一诗$

&每年的今天!都会让我想起日本鬼子

侵略中国的暴行!也会让我想起我的那些战

友!他们为了祖国的生死存亡献出了自己宝

贵的生命$ )邱友功对记者说!比起死去的战

友!能活到今天!他已经很满足了$ 今后!只

要活一天!他就要工作一天!他就要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教育后人不忘国耻!奋发图强$

当日中午时分! 邱友功特意叫上他的

儿子% 儿媳和他一起看电视中有关 &九一

八)的报道$ &日寇在沈阳缴获中国军队大

炮
$-%

多门%迫击炮
$%%

多门%机枪
,%%%

多

挺%步枪
"%

万多支%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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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架!还有弹

药% 被服% 粮秣不计其数--这真是国耻

呀()老人一边看电视!一边拿出一个笔记本

说!"看!为了让孩子们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一

历史事件!我一大早特意从有关资料上查找

了.九一八事变/的相关细节以及给我国人

民带来的沉痛灾难!并特意记录了下来$ #

&每到今天!我都会想起我的那些战死

沙场的战友! 是他们的鲜血换来了今天的

幸福生活$ #邱友功对记者说!他还为逝去

的战友写了一首诗以示纪念$说着!老人神

情庄重地朗诵道'&重回抗日旧战场! 思念

并肩战斗友$昔日战壕无踪影!旧貌巨变换

新颜$ 山清水秀风光美!亭台楼阁气象新$

今日抗战纪念日!泪祭献身光荣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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