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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创业在三亚Sy

面对镜头，董福才行了一个标准军礼。

董福才珍藏的军功章。

“解放华中南纪念章”“解放海南岛纪
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勋章”……几枚或陈旧或崭
新的跨越世纪的勋章，见证了董福才南征
北战的生涯。

董福才今年 89 岁，身体健朗、思路清
晰，当回顾战争岁月时，老人略显紧张和
激动。他操着一口黎族方言，时不时冒出
几句汉语“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
通过家人的“翻译”，揭开他历经的那段枪
林弹雨、九死一生的经历。

72 年前，年仅 17 岁的董福才参军入
伍，他先后参与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如今老人再次回忆起曾经的硝烟岁
月，老人情绪激昂。

董福才家住天涯区妙林村，房屋旁边
是他年轻时开荒的 5 亩芒果林，前后院落
植满各类林木，绿树成荫、环境清幽。
1955年董福才从三亚某部队退伍后，在羊
栏公社、六乡村委会工作几年，最后选择
回乡务农，他和妻子靠着辛勤劳作、开荒
垦田，一共养育了 9 名子女。回顾一生的
经历，董福才说，跟着共产党走，我选对
了。

17 岁参军，最想做的事情
是解放海南

董福才至今记得，1942 年，日军在他

家乡的邻村——妙山村制造了“妙山惨
案”，将村里近 40名青壮年和老年人全部
砍杀，现场惨绝人寰。“第二天整个村子飘
满白幡，哭声恸地。”那场景令闻者伤心、
听者流泪。“我们附近村的两个村民背着
土枪，被日本人发现后抓走，再也没有回
来，是被杀害了。”那时的董福才年仅 11
岁，就立志长大后参军打敌人。

1948 年董福才终于实现愿望，参军进

入海南独二七团二营，那一年他17岁。“参

军打仗是很害怕，但我必须去，一定要解
放海南！”

1948年 5月，在入伍军训一段时间后，
董福才跟随部队，从山路徒步前往九所，
准备参加战斗。“刚入伍那会儿，我们在山
里行军，听到枪炮声都害怕。”董福才说，
那场战争他们与国民党军队对抗，鏖战三
天三夜，最终取得胜利。之后，董福才跟
着部队辗转三亚、万宁、海口、昌江等地作
战，大部分都是沿着山路走，干粮吃完了
就摘野果吃、喝山溪水，他说，“枪林弹雨
里已经习惯了，心中不再害怕，反倒希望
家乡能早日解放，与家人团聚。”

在一次战役中，董福才负伤了。当时，
他和战友准备攻打国民党军队一处据点，
在坡地匍匐前进时被对方发现，朝他们这
边发射了一枚炮弹，在他们前面不远处爆
炸，趴在他前面的两位战友当场牺牲，一

枚飞起的弹片击中他的头部，他当即就昏

了过去。3 天后他醒来时头痛欲裂，伤口

还包着草药，住院 15 天后他坚持出院，继

续参加战斗。至今他的头顶留下硬币大小

的伤口，董福才说，因为这次受伤，他落下

病根，随后的几十年里他经常莫名头晕、

头痛。

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

解放海南岛号角吹响，董福才随部队

前往广东，被编入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

参加 1950 年解放海南岛战役。“我和十几

名战友，乘坐渔民的木帆船，避开敌人炮
火，在海上漂了两天两夜后在三亚登陆。”
董福才说，登岛后，他们与琼崖纵队联合
作战，彻底击溃敌军残余势力。

海南岛解放后，董福才回到家乡，见到
阔别多年的父母和家人们，庆幸的是他的
父母健在。1952 年 4月，在三亚某部队服
役的董福才，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和平来之不易，想通过手中的枪来保
家卫国。”董福才说。

“父亲有一顶五角军帽，每次出门都

会戴着。他特别喜欢看战争片，感觉特

别有精神。”董福才的小儿子董志明说，

在他的印象里，父母都很勤劳，总是天不

亮就起来务农劳作。“虽然家里并不富

裕，但父母一生恩爱，从没吵过架。”董志

明说。

（黄珍 文/图）

亲爱的读者：
在 您 的 身 边 有 没 有 这 样 一 群

人，他们从绿色军营走出“退伍不褪
色”，在各自领域继续发光、发热、无
私奉献；他们情系国防，以不同的方
式表达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诠
释了军民鱼水情深……他们，就是
我们要寻找的三亚退役军人和拥军
人物。

具体而言，此次寻找的“最美退
役军人”是在国防建设、经济发展、
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科技创新、公
民道德、创业就业等方面作出牺牲
奉献、事迹突出的退役军人；“最美
拥军人物”是在弘扬家庭美德、情系
国防建设、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在科
技、教育、文化等方面亮点突出的拥
军人物。

您可通过推荐、自荐、行业团体
组织推荐等方式参与活动，推荐您或
身边的先进典型，充分展示退役军
人、拥军人物们奋发图强的优秀品质
和良好精神风貌。

联系电话：13637609245（黄女士）

“最美退役军人”
“最美拥军人物”寻找令

2020年三亚寻找“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⑧

董福才：南征北战 曾被弹片击中头部

7 月 30 日，驻市海军某部组织官兵重温入伍誓词仪式。本报记者 袁永东 通讯员 郭鹏 摄

▲ 7月31日，武警海南总队三亚支队军娃们参观军营。
通讯员 周奕 文鑫 摄

▲

◀上接1版

■地方：高标准完成军转安置工作

一直以来，三亚市双拥工作把支持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当成分内事，把助推改革强军战略作为应
尽之责，倾力服务驻地部队能打仗、打胜仗。解决
好重点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
2016年至今累计投入资金1.8亿元。

市委、市政府把落实优抚安置政策作为双拥工
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摆上议事日程，及时、足额发放
各类优抚体恤金，健全优抚补助标准与经济社会发
展自然增长机制；积极为军人解决“三后”（后院、后
路、后代）问题，让官兵共享地方改革开放发展成
果，为部队练兵打仗提供坚强后盾。

在高标准完成军转安置工作上，2016 年以来，
三亚共接收计划安置军转干部436人，100%安置在
公务员和参公单位；安置服役满12年的转业士官68
人，100%安置在事业单位，接收自主择业干部 426
人和退役士兵839人，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金1511
万元，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3347 万元，为 171 名
企业军转干部发放生活困难补助1000多万元。

同时，注重做好军人、退役军人优先优待工作，
不断提高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等补助标准，落实随军
未就业家属生活补贴、退役军人高职扩招工作、军
人子女入学优待政策、伤病残人员移交、军休人员
移交、征兵等工作，起到了固长城、稳军心的作用。

三亚多渠道做好退役军人、随军家属安置和就
业创业工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以来，举办相关
专场招聘会10余场，率先在全省建成2个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金融服务园、4个退役军人金融服务站点，
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款675万元，成立首批23个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培训基地和示范基地等。

■部队：把三亚当作第二故乡

驻市部队牢记人民军队宗旨，把三亚当作第二故
乡，在致力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大力支
持海南自贸港建设，在重点项目建设、脱贫攻坚、应急
救灾、疫情防控和军地共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 年，91458 部队等 7 支部队积极参与抗击
超强台风“莎莉嘉”，帮助地方开展群众转移、港口
管理、工程作业、障碍清除等工作；近年来，海警五
支队和 91911 部队官兵紧急出动飞机、舰船 20 多
次，救援受困群众达到60余人……

在疫情防控期间，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21名
医护人员参与援鄂抗击疫情，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
院抽调 14 名军队专家参加三亚医疗救治专家组，
承担检测和病患救治工作；全市共 244名部队医护
人员投身抗疫一线，军地协作、军民一心，为三亚夺
取抗击疫情阶段性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同时，三亚警备区等驻市部队开展“为爱献血·
众志抗疫”无偿献血活动，累计献血 34 万毫升；各
区人武部共出动民兵 3万余人次，协助辖区开展设
卡排查、宣传教育、物资发放、巡逻警戒等工作；
92730部队、91922部队、武警三亚支队等出动官兵
参与地方防疫物资转运任务；11家退役军人创办企
业向一线医护人员家属送去价值 42万元的慰问物
资，有力构筑了军民同心抗击疫情的坚固防线。

庆祝庆祝““八一八一””建军节建军节

一名优秀的中国特种兵，因 7
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全身只有脖
子和一根拇指能动，却能凭借顽强
的毅力“涅槃重生”，成为三亚无障
碍民宿的开创者，成功开辟人生

“第二战场”。

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

2013 年 6 月，老 A 在海南某
地带领特种部队队员进行训练考
核，18日外出时遭遇严重车祸，颈
椎第三、第四节爆裂性骨折。经
手术和一段时间康复，同年 9 月
14 日，老 A 被送往北京进行康复
性治疗，病床上这一躺就是整整 3
年。

“家里因为我的治疗把房子车
子都卖了，我也不想再拖累大家
了。”为了不给家庭和部队增加负
担，在北京康复治疗 3 年后，2016
年初老 A 选择出院，回到家乡东
北。寒冷的气候，让老 A 本就脆
弱的身体更加难以承受。

“我的发小当时在三亚做民
宿，行情不错，气候也没有东北
这么冷，一想到住院治疗还有部
分 债 务 未 还 ，自 己 还 要 养 家 糊
口，我就又回来了。”冥冥之中的
缘 分 ，注 定 老 A 要 在 此 地“ 重
生”。

重回海南的老A，通过转租的
方式，以 3间民宿在半山半岛开始
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效益不错，

但是转租的资金回笼慢，所以我

就让业主提供房屋，自己改造经

营，以双方分成的形式逐步扩大

规模。”短短两年，“老 A 乐居”民

宿从 3间发展到 417 套，遍及半山

半岛、三亚湾、海棠湾和文昌等

地。

“残疾人更要自力更生，我的

民宿可以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能

够养活自己的同时，减轻家里的生

活负担。”开创民宿事业的同时，老

A 还招纳与自己一样行动不便的

残疾人，进行民宿的网络销售和运

营管理。

为残疾人打造民宿

“我一直希望更多的残疾人能
够像我一样，接受自己，大胆迈出
走向外面世界的第一步，不要再做
生活的‘隐形人’。”老 A 告诉记
者，打造“无障碍民宿”，是他长久
以来的心愿，能为更多来三亚旅游
的残疾友人提供方便，以自身经历
感染更多人，走出阴霾，活出另一
种精彩。

2018 年初，经过考察，在省残
联和三亚招商部门的支持帮助下，
老A把自己的“无障碍民宿”建在

了海棠湾龙江风情小镇。年初选

址后，2月份进行招商谈判，5月份

进场施工，终于在 2018 年底装修

完毕。

“‘一心筱筑’是在2019年 1月

18 日正式营业的，记得当时第一

批入驻体验的就是残疾军人。”老

A的民宿95%以上房间是“无障碍

客房”，无论是普通旅客还是残疾

旅客，都能够体验到便利。同年，

老A的“一心一意”音乐餐吧也正

式营业。

今年受疫情影响，老A的民宿

和餐吧自春节前 3天暂停营业后，

5 月 10 日才重新开业。即使亏损
100多万元，他也没有辞退12名员
工。“他们当中有6位也是残疾人，
半薪休假起码能让他们在疫情期
间解决温饱问题。”

组织夏令营推广素质教育

老A的民宿和餐吧营业后，远
在东北老家的父母也来三亚帮忙
打理。“他骨子里有股军人不服输
的劲儿，特别坚强，所以无论他要
做什么，我和老伴都义无反顾地支
持。”老A的母亲说，儿子能重新站
起来，是他给自己创造的一个奇迹，
他的创业能为别人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做父母的更应该全力支持。

“创办少年军校是我的另一个
梦。”2005年老A曾出国留学，3年
的留学经历，让他萌生了培养青少
年爱国意识和情怀，进行青少年综
合素质教育的想法。

目前，老A正在积极对接国家
教育部规划与建设中心的青少年
教育基地项目。“海南已有类似的
基地，我和团队正在对接，准备相
关资料，争取为海南的青少年安全
和综合素质培养作贡献，实现自己
的少年军校梦。”老A告诉记者，他
和团队组织的军事夏令营已经完
备，正在招生，下一步，他计划搭建
一个残疾军人创业扶贫平台，和更
多战友继续“并肩作战”，在人生的

“第二战场”继续驰骋。

退役特种兵老A创建“无障碍民宿”
见习记者 李响 本报记者 洪光越

退役特种兵老 A 和他的“一心·筱筑”民宿。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2020年三亚市国防教育宣讲活动启动

25场主题宣讲持续至9月中旬
本报讯（记者 黄珍）7月 31日，由市委宣传部、

市国防教育办主办的 2020年三亚市国防教育宣讲
活动正式启动。当天，吉阳区专场活动邀请海军某
基地原副司令员李雄带来《中国的地缘政治、地缘
战略和“一带一路”》专题报告。

据了解，三亚市国防教育宣讲活动从 7月下旬
持续至 9 月中旬，将在各区和育才生态区、市级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社区和学校等举办25场，宣讲人
来自驻市部队军官和省内专家，内容涉及国家安全
与国防建设、我国海洋形势与科技强国战略、青少
年国防意识等，增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
生的国防观念，激发爱党爱国爱军情怀，助力海南
自贸港建设。

当天的讲座中，吉阳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
部职工和村（社区）干部群众等300余人到场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