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春喜同志简要事迹

范春喜，男，1974 年 3 月出生，洛阳市

嵩县车村镇黄柏村人。1990年12月入伍，

1995 年 12 月退役，曾服役兰州军区某红

军师。1992 年在部队执行任务时负伤致

残。退役后，范春喜同志为减轻单位负

担，主动申请出国务工，积极领办创办

企业。先后带领创办嵩南建材批发中心、

洛阳皇拜山泉实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安

置退伍军人、现役军人亲属、贫困户十

余人。

范春喜同志热心公益事业，多次在抗击疫情、抢险救灾

中捐款捐物，力所能及为驻地部队官兵提供饮用水保障。

2021 年 7 月 24 日郑州遭受特大暴雨袭击，他组织全体职工

连夜加班，并亲自联系 5 辆重卡把 5700 件优质矿泉水送到

郑州灾区。2021 年 11 月，联系身边退役军人向家乡受灾群

众捐献衣柜、沙发、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俱家电，帮助

受灾乡亲度过难关。

范春喜同志的感人事迹先后被央视、河南卫视、河南日

报、人民经济网、大河网、联合财经网、中讯网等多家媒体

网站报道，热心公益、乐于助人、致富不忘乡邻的先进事迹

被《匠心中国》收录。



郭武军同志简要事迹

郭武军，男，1954 年 2 月出生，

伊川县江左镇人，1972 年 12 月入伍，

1977 年 2 月退役。中共党员。致富不

忘乡邻。始终把帮助贫困乡亲、贫困

战友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退役后自

主创业并成立了洛阳国武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运用创办公司挣到的钱，

开展公益事业，慷慨解囊 200 多万元

慰问各地退役军人、自助贫困乡亲，以实际行动诠释了“退

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军人本色。1978 年，郭武军担任

村干部时，及时发现妥善解决了村民绦虫病、囊虫病问题，

受到了国家农业部和伊川县政府的表彰，被授予“先进工作

者”的称号。1995 年，在恶劣环境下，亲自深入地下污水管

道，排除九都路污水排放障碍，受到市政府和工程指挥部领

导的高度赞誉。自 1998 年起，连续 30 年担负洛河苗湾村段

防汛任务，克服重重困难，确保河堤安全，彰显了伟大的抗

洪精神。疫情爆发后，筹资数万元购买防疫物资，为数个防

疫站点捐钱捐物，默默承担抗疫责任。2021 年，自主投资建

设工程兵 54 师光辉历程纪念馆，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

神和“三线建设”精神。岁月无情，军人有爱，尽管没有什

么豪言壮语，但有朴实的工作作风，有一颗赤诚之心和奉献

社会的感恩之心。这就是郭武军，一个新时代的退役军人。



衡哲同志简要事迹

衡哲，男，1981 年出生，洛阳市

新安县青要山镇人。1999年入伍，2015

年退役，曾服役于北京空军某部，200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退役不褪色，热心公益事业。七

年来，先后组织创建“新安县老兵志

愿者协会”“洛阳市小雨点公益助学

新安分会”，开展助学济困、关爱老兵、抢险赈灾、爱心献

血等活动 150 余次，累计捐赠物资 200 多万元，其中个人捐

赠 10 余万元。

自主创业，造福群众。为盘活乡村资源，创造更多经济

价值，2021 年筹资 2000 万元创建了“泓兵军创产业园”，

为现役军人家属和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创业平台，积极为乡村

振兴加油助力。

该同志先后被新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评为“最美退役军

人”，被中共新安县委、县政府评为“2021 年度新安县最佳

杰出青年”，2021 年 11 月荣获河南省文明办评为“河南省

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



张晋同志简要事迹

张晋，男，1981 年 7 月出生，洛

阳市偃师区人。2000 年 12 月入伍，

2002 年 12 月退役。中共党员。

退役不褪色，还乡报家国。退役

后，自主创新创业，先后创办了洛阳

顺捷暖通工程有限公司、河南青来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带领培养五十余名

有志创业青年，实现了创业就业梦

想。2011 年被授予“洛阳市青年创业就业导师团导师”称号，

2012 被评为“河南省青年致富带头人”。

多年来，一直践行着军人无私奉献的铮铮誓言，积极组

织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捐助 5 名家庭贫困的学生，十九

年的时间通过社会公益组织累计捐款 30 余万元。先后被评

为“河南省优秀第一团支部书记”“洛阳市青联优秀委员”

“偃师市第十一届十大杰出青年”“偃师市优秀青年志愿者”

“偃师市 2021 年度优秀退役军人”。



李顺卿同志简介事迹

李顺卿，男，1934 年出生，宜阳

县樊村镇铁炉大队杨村人。1951 年入

伍，1967 年退役，中共党员。

赴朝作战期间，先后参加中线阻

击战、十字架山保卫战、金城反击战

等战役，在战斗中作战勇敢、多次负

伤，多次抓获美、韩军俘虏，先后荣

立 3 次三等功。

1967 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后，退役不褪色，建功立业新时

代，先后任宜阳县高村乡党委第二书记，县百货公司党支部

书记，县商业局党委委员，五交化公司总支书记、经理等职

务，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各个工作岗位表现优异，

10 次获得市、县“劳动模范”称号，16 次被评为先进工作

者、优秀共产党员。退休后，积极宣讲红色故事，传承红色

基因，多次受邀到政府机关、学校向工作人员、学生讲述战

斗经历和先进事迹，熏陶教育了一代代人的爱国主义情怀！



宋建晓同志简要事迹

宋建晓，男，1971 年 11 月出生，

栾川县城关镇人。1990 年 12 月入伍，

1993 年 12 月退出现役。中共党员。

他不等不靠，自主创业，辛勤奋

斗树楷模。创办的栾川县天外天装饰

工程公司，经过用心经营，成为县域

知名装饰公司。他心系国防，关爱战

友，扶危济困献真情。为军人军属优

惠服务达 1200 余人次，金额近 100 余万元，先后帮扶带动 6

名退役军人自主创业。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报社会显

担当。先后资助贫困学生 15 人次，资助金额累计 6 万余元，

帮助困难退役军人 19 人次，金额累计 10 万余元。

他牢记共产党员身份，脚踏实地地奋斗创业，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和退役军人的初心与担当，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2021 年 3 月，被选举为栾川县退役军人

创业互助协会会长，同年 7 月，被评选为栾川县首届“最美

退役军人”。



王铁军同志简要事迹

王铁军，男，1959 年 7 月 28 日

出生，安乐镇中岗村人。1978 年入伍，

1982 年退役，曾服役昆明炮四师四十

九团，1979年2月参加过自卫反击战。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20 年来，抓

班子带队伍，为村民办实事好事，积

极壮大村集体经济，建设美丽乡村。

从 2006 年开始，硬化村内道路 49 条 2 万多平方米，铺设污

水管道 5 千余米，安装路灯 150 余盏。先后清理违建“散、

乱、污”企业 50 余家，腾出土地 270 余亩，如期完成了拆

违工作。积极发展村集体经济，优化改造建设门面房 53 间，

目前村域企业达 30 余家，年收入 200 多万元，村民福利待

遇年年攀升。在全市农村率先安装智慧道闸，有效治理了村

内乱停乱放车辆的现象。高标准建成综合性党群服务中心。

在 2020 年的疫情防控期间，第一时间在全区成立退伍军人

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阻断疫情传播，发起“驰援武汉大学，

助力莘莘学子，共同抗议”爱心捐助活动，为武汉大学捐助

物资价值 26 万元。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组织书记”、区“十佳退伍军人”、洛阳市“劳动模范”，

2006 年 1 月被授予“杨岳式党支部书记”，2014 年被授予

“‘密切联系群众，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党员、好干部”，

2020 年被洛阳市授予“好支书”。



刘子军同志简要事迹

刘子军，男，1973 年 9 月出生，

洛阳市涧西区人。1992年12月入伍，

1996 年 12 月退役，中共党员。

退役后，先后在村办企业、村委

会工作，2009 年起担任洛阳市涧西

区南村社区党委书记。任现职以来，

全面推进党建工作，建立“党群联络

点”和“党声群”，及时解决群众的

诉求。注重务实创新，积极改进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

所助等社会保障措施，村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发挥社区优

势，采购新安、栾川等地农产品，帮助乡村发展集体经济、

推广销售农产品。关心关注下一代成长，积极开展捐资助学

活动，资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探索将党建元素融入惠民服

务，建成“党建+菜篮子+乡村振兴”惠民利民项目，助力乡

村振兴。

刘子军同志先后被评为“洛阳市优秀党务工作者”“2011

年度旧城、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工作先进个人”“洛阳市劳

动模范”“河南省劳动模范”，2019年被评为“河南省优秀

人大代表”。



张建洛同志简要事迹

张建洛，男，中共党员，1961

年 3 月出生，洛阳市西工区人，1979

年入伍，1983 年退役，曾服役于广西

边防三师，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法

卡山战役。

1985 年 5 月至今，35 年来一直

照料牺牲战友父母的生活。2016 年个

人事迹被编入《最美洛阳人》一书。

2020 年 12 月张建洛荣获洛阳市双拥

模范（八连冠）先进个人。2015 年，河南省文物局正式批准

张建洛打造的洛阳百年留声博物馆。博物馆现陈列 19 世纪

以来老唱片 1.8 万张（筒）、红色唱片 7600 余张，红色电

影胶片故事片 6000 余部，1978 年以前《新闻简报》和党史

国史军队史纪录片 3000 余部，各类电影放映机 60 余台等其

他文物藏品。洛阳百年留声博物馆抗战馆荣获全国文物局纪

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优秀场馆。2017 年 7 月 1 日前夕，洛阳

百年留声博物馆被市直工委推荐为洛阳市四大重温入党誓

词基地。同年被洛阳社科联命名为“科普”基地。2018 年

12 月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拍摄文献纪录片《刘少奇的故

事》提供珍贵视频。近年来，为市直 90 多个单位、72 个社

区、洛阳市 24 所中小学、洛阳市监狱等单位义务播放党建、

爱国主义等正能量红色胶片电影 1200 多场次，受众人员达

30 万多人次，为洛阳“东方博物馆之都”建设贡献了力量。



张建宇同志简要事迹

张建宇，男，1968 年 6 月出生，

河南省方城人。1986 年 10 月入伍，

2009 年 11 月退役，中共党员。

该同志转业后，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严格遵守党风廉政有关规定，始终

保持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和过硬

作风，工作兢兢业业，踏实肯干，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

定。

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担负全市疫情防控指挥调度工

作，敢于担当、恪尽职守，连续三个月加班加点，犹如一面

旗帜插在抗疫阵地上，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良好的精神状

态和务实忘我的工作作风，保证了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有序运

转，为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贡献，自己却因长期加班食用方

便食品导致双手全部褪皮。该同志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和公益

活动，已累计无偿献血 80 余次，2018 年、2020 年两次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