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偏远的农村、边陲的哨所、城市
的厂矿和社区……只要有需要的地
方，就会有老兵电影放映队的身影。

老兵刘成金组建的这支由8名转
业、复员军人组成的锦州老兵义务电
影放映队，成立23年来，深入1000多
村庄、单位，自费近百万元义务放映
6000多场次电影，观众达200多万人
次，行程30余万公里，相当于绕了地
球七八圈，而这些数字，还在不断地
增长。

不仅免费放电影，老兵们还给孩
子们带去书本，给村民们带去致富知
识，同样不要一分报酬。

走进军营圆了电影梦
电影让他走近百姓

老兵刘成金是有着 26 年兵龄的
退伍老兵，他说自己小时候就喜欢看
电影，可电影放映员在当时是个抢手
的职业，年纪轻轻的他是没机会挤进
这个行业的，但刘成金没想到参军却
圆了他这个梦。

刚到部队时新兵们集体看电影，
刘成金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老实地
坐着看，而是跑到后面帮忙抬拷贝、
擦机器、倒片子。几个月后，领导看
他对放电影懂得不少，就真的将他留
在了电影队，刘成金就这样成了一名
电影队的放映员。

可一年多后，随着进军校学习，
刘成金离开了电影队，但他在心里给
自己的电影梦设计着未来：“我以后
一定要组个电影队，让更多的人都能

看上电影。”
1994年，刘成金转业了，虽然有3

个比较好的工作选择，可想到自己当
时的梦想，刘成金放弃了分配的工
作，开始筹备电影队来圆梦。资金不
足，刘成金就开了个小企业，挣来的
钱都用在了买机器和电影队的开销
上。两年后，1996年10月，刘成金的

“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成立，他还找
到了同在一个部队转业的7个战友加
入其中，开始了义务放映之旅。

走遍辽西村镇
曾多次进入灾区

“退伍不褪色，就想通过电影，把
科技和致富的信息送到老百姓的田
间地头。”刘成金和他组建的老兵义

务电影放映队走遍了辽西的村镇，也
走向了全国。汶川地震后，老兵们先
后3次到灾区支起幕布，带去鼓励；在
北国边疆、东方第一哨黑瞎子岛、珍
宝岛，他们为边防哨所官兵放映革命
等题材的电影；参加过百团大战的90
多岁的老兵行动不便，他们就到老人
家的炕头上播放影片……

刘成金回忆，2008 年汶川地震，
心系灾区的放映队准备影片和物资
后，开着放映车日夜不停地向汶川
赶，2700多公里的行程只用了50个小
时。在废墟上给官兵们放映《惊涛骇
浪》等影片振奋精神、鼓舞士气，给震
区的孩子们放《长江7号》调节情绪。

“白天电影放映车送病号，傍晚
放电影，晚上我们就睡在车里。”刘成
金说，当时放映车的利用率是最高

的。在灾区的18天时间里，老兵们冒
着生命危险为灾区的群众放映了 16
场电影。废墟上竖起的那面爱的银
幕下围满了人，放映设备里放映出的
不仅是影片，还有老兵义务放映队为
灾区带去的精神上的支持。

不管多苦多累
大家都坚持“约法四章”

老兵刘成金说这支放映队一直
都传承着部队的精神，大家“约法四
章”：不怕吃苦受累，不怕上山下乡，
不吃群众一顿饭，不拿群众一分报
酬，哪里需要，就把电影送到哪里。

去村里放电影，大家都是自带
干粮野外就餐，从不去老乡家里吃
饭，“天黑开始放，完事收拾妥当赶
回家的时候都已凌晨。”刘成金说大
家都没说过苦和累，就是严格执行

“约法四章”，不给乡亲们添任何麻
烦。

20多年下来，老兵们不仅义务放
电影，还个人出资购买科技光盘、书
籍和资料免费送给老百姓，给学校的
贫困学生送书包、作业本等学习用
品。刘成金说，他要给乡亲们带去的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善，而是致富的
信息、途径和精神上的激励和支持，

“我曾经为一所只有4个人的小学送
去了一面五星红旗，那是我参加过的
最难忘的升旗仪式。”太多的感人画
面就像电影一样印在刘成金的脑海
中，让他更坚定地走下去。

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
“永不停机”

20多年来，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
映队先后被授予锦州市“学雷锋先进
集体”称号；辽宁省“学雷锋先进集
体”“国防教育轻骑队”称号；被中宣
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团
中央授予“全国学习雷锋、志愿服务
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队长刘成金先后被评为辽宁省
特等劳动模范、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
先进工作者、学雷锋标兵和优秀军转
干部。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在由中
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部
门共同组织开展的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100”先进典型活动中，刘成金
荣获“全国最美志愿者”荣誉称号。

这只特殊的电影放映队，最初只
有刘成金和张显龙、韩彦斌、朱中
文、彭玉德、陈凤久、赵云吉、韩国玺
7位战友，1998年1月，队员韩国玺在
放映中突发疾病永远地离开了。但
很多人被这种老兵的精神所感动，
有人选择跟着老兵们行动起来，锦
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志愿者队伍
已经发展到100多人，锦州地区就成
立了 22 支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分
队。这些老兵们的目标就是：“只要
群众需要，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永
远不会停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锦州特
约记者 张墨寒

老兵义务放电影23年 行程30余万公里

老兵放映队义务放映电影。 资料图片

“冯姨，感谢您这么多年的陪伴，
让我在孤独的时候感受到了和母亲
一样的爱和关怀，如今我已考入理想
的大学，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您对
我的期望……”夜幕下，冯丽丽轻轻
擦拭了眼角的泪花，拖着劳累身躯的
她靠在床上翻看着刚刚考入大学的
小敏给她发来的信息，疲惫随之烟消
云散，这种感动冯丽丽这些年不知经
历了多少回。

冯丽丽，1981年出生于北票市一
个偏僻贫困的农村家庭，结婚生子
后，一个偶然的事情让她关注到了留
守儿童这个群体。2006年开始，她抽
出时间陪伴留守儿童，通过讲故事、
心理辅导、建立书屋、资助等多种方
式关爱留守儿童，13年间她的足迹遍
及北票市15个乡镇，与130余名留守
儿童结下了不解之缘。

“无论有多大困难，我都要坚持
下去，把关爱留守儿童当成我一生的
事业。”冯丽丽坚定地说道。

看老人教训孩子被触动

初见冯丽丽，一身干练的装扮，
脸上的笑容散发着暖心的亲和力，冯
丽丽出生在北票南八家乡，后在南八
家乡从事农村卫生所医护工作。

结婚后，冯丽丽很快有了自己的
孩子，陪伴孩子成了她每天最快乐的
事。2006年的时候，冯丽丽带着孩子
在村里玩，这时一名老人在教训孙
子，“你怎么这么犟呢？看我不揍
你。”说罢，老人打了几下孩子，看着
和自己孩子年龄相仿的小孩目光有
些惊恐，冯丽丽上前劝阻。

原来小孩的父母在外打工，很少
回家，孩子在穿衣服的问题上和奶奶
起了争执，老人担心孩子着凉，但是
孩子又不听，无奈动手打了几下。这
件事让冯丽丽感触很深，让她陷入了

沉思，“老人与孩子沟通不顺的话，也
许会在心理出现问题，这样对孩子的
成长不利。”

此后，冯丽丽将村中10多名留守
儿童聚在一起，和孩子们做游戏，讲
故事，那些本来有些孤僻的孩子，慢
慢变得活泼开朗起来。

曾被怀疑成人贩子

通过和这些孩子的接触，冯丽丽
渐渐有了经验，她逐渐扩大范围，走
到相邻的乡镇，给当地的留守儿童讲
故事，做游戏。遇到有困难的孩子，
还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挤出资金捐
助。她为每个被关爱的留守儿童都

建立了详尽的档案：姓名、性别、年
龄、乳名，在校情况、学习情况、思想
状况，性格特征、身体状况、父母姓名
等都一一记录。

开始有些孩子家长怀疑冯丽丽
是人贩子，不让孩子和她接触，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有疑虑的老人
看到冯丽丽和孩子们相处得非常融
洽，也让自家孩子加入到冯丽丽的组
织中去。

在和孩子相处过程中她不断摸
索，不但关心孩子的学习，而且还注
重孩子的心理教育，她发现某些孩子
存在问题，就会巧妙地编到故事中，
让孩子领悟其中的道理。

小丁和鹏鹏同住一个村子，冯丽

丽经常看望他们，两个孩子的父母分
别给他们买了自行车，小丁辛苦练习
后不到一个星期就能骑车上学，而鹏
鹏练了几次没学会，就放弃了。

冯丽丽知道后，编了一段故事，
将孩子们聚在一起，讲了起来：“一只
蛾子和苍蝇同时被一张蜘蛛网粘住，
蛾子奋力挣脱，而苍蝇说，反正都是
跑不了，干什么都是徒劳，结果在蜘
蛛回来的前一刻，通过蛾子不懈的努
力，终于挣脱束缚，飞走了，而那只不
知道努力的苍蝇成了蜘蛛的晚餐。”

讲完故事后，冯丽丽总结，凡事
不要放弃，努力到最后一刻，一定会
成功。冯丽丽看着鹏鹏，让他继续坚
持练车，鹏鹏坚持了几天后，果然学
会了骑自行车。兴奋的鹏鹏再次遇
见冯丽丽的时候连忙向她汇报：“冯
姨，你讲的故事太有道理了，看来通
过努力我也能很快学会骑车。”

住简易房仍挂念孩子们

冯丽丽的婚后生活并不顺利，在
孩子7岁的时候，也就是她关注留守
儿童两年左右，丈夫与她离婚，孩子
跟丈夫生活，独身一人的冯丽丽几乎
没有什么收入，开始打工。2010年她
在北票一个小区楼下花300元租了间
只有9平方米的简易房，房间简陋，甚
至房门都关不严，“躺在床上，可以透
过门缝看到天上的星星。”冯丽丽说。

冯丽丽这份工作每周只能休息
一天，她在休息前一天下班后就精心
准备书籍、整理故事，用省下来的钱
购买孩子们需要的物品，孩子有病，
她还特意购买罐头，而她只是躲在一
旁偷偷地啃着馒头。

每个村的孩子过生日，她都会买
上蛋糕去看望，“再苦不能苦了孩
子，”冯丽丽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不
忍孩子受委屈。现在，冯丽丽给一家
房产公司打工，每个月有3000元左右

的收入。
这些钱，除了冯丽丽自己生活

外，她基本都用来购买书籍。目前她
在一些村镇成立了以个人家为中心
的“图书室”，这些图书室设立在当地
留守儿童家，供当地其他儿童借阅，
图书定时和其他村镇的图书室调换，
增加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担心有压力 她偷偷资助

有些孩子家庭困难，冯丽丽考虑
到孩子的自尊心，于是瞒着孩子，说
资助的钱是企业家给的，让他们专心
读书，等孩子考上大学后，冯丽丽才
道出了实情。

孩子潇潇在得知这个情况后，给
她发来信息，“亲爱的冯姨：我看到了
您写给我的信，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形
容我的心情，很复杂，但更多的是震
惊与感激。我没有想到您对我是那
样的用心良苦，谢谢，真的很感谢。
您在信中说道，没有早些告诉我这个
真相是怕我有压力，我觉得自己是一
个很幸运的人，您的关心与帮助对我
来说，堪比母爱。我会好好努力的！

“父母不在身旁，冯姨就是我们
留守儿童的妈妈，”很多孩子表达了
这样的想法，但是冯丽丽说自己承受
不起，因为孩子是亲生父母的骨肉，
自己只是做了些小事而已。

为了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关爱留
守儿童这项事业中来，冯丽丽在2016
年主动争取北票市关工委、北票市妇
联、北票市民政局领导的支持，筹借3
万元资金，注册了“北票共享蓝天关
爱留守儿童志愿者协会”。

冯丽丽表示，“无论有多大困难，
我都要坚持下去，把关爱留守儿童当
成我一生的事业。”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
者 崔晋涛

“把关爱留守儿童当成一生的事业”

冯丽丽将身边孩子的事情融入故事中，孩子从中获益匪浅。 本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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