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②消防义工唐智湘。 通讯员 摄

� � � �图③黄常明给光荣院的老人洗脚。
通讯员 摄

� � � � 图⑤读书看报关心时事， 仍是
92岁张庆功老人每天必备的功课。

沙兆华 摄

� � � �图④危李（左三）和残疾人员工一
起参加助残活动。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陈昆仑 邓鼎妮

档案
张庆功，株洲荷塘区石子头社区离

休干部，1926年出生，1942年3月参加抗
日战争，1985年在株洲市模具厂离休 ，
2007年后连续10年义务给各中小学校
学生上法治课及爱国主义教育课，被孩
子们亲切地称为“普法老爷爷”。2011年
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党员，2017年被评为
2016年度湖南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

故事
� � � � 在今年92岁的张庆功的案头，有
几部他自己的著作。8年前，84岁的他
开始了《老兵回眸》20万字的写作，从
此一发不可收拾，随之讲述世界战争史
的《老兵情怀》、讴歌党的诗集《老兵心
韵》相继问世。

1942年春天， 当时年仅16岁的张
庆功，在山西沁源县老家附近村里找到
革命队伍，参军第一天就拿着枪和手榴
弹上了抗日战场。从那以后，他坚定不
移跟着部队，在枪林弹雨里，经历了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

1959年，张庆功离开部队，来到了
株洲洗煤厂。1982年在株洲市模具厂
离休。虽然离岗了，但他一直在厂离休
办发挥余热。

2006年， 张庆功被转到株洲市荷
塘区委老干部局管理，学习、活动、发挥
余热有了更广阔的平台。此后，张庆功
越来越多地参加社会活动， 向青少年、
党员干部、 社区群众讲授革命传统，通

过再学习，再教育，张老自身的知识和
视野越来越丰富，具备了较高的理论水
平。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他
主动找到荷塘区石子头社区党支部书
记，要求为社区党员上“党课”。他的党
课讲得生动丰富，社区党员个个听得津
津有味。从此，他坚持每月为社区党员
上一次党课。2007年底，他又主动参加
荷塘区老干部十七大精神宣讲团，他的
宣讲紧跟时事，浅显易懂，让人受益匪
浅。2008年，荷塘区委宣传部聘请他为
“荷塘区时事政治宣讲员”。2011年，株
洲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聘请他为“廉政建
设宣讲员”。 为了上好每一堂课，80多
岁高龄的他，主动学习电脑，每天上网
收集宣讲资料。

当看到青少年因不懂法走上犯罪
道路时， 张老利用在学校宣讲的机会，
开始探索向青少年普法。 暑假期间，是
他最忙碌的时候，冒着酷暑，来到学校
社区为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及法律、法规知识培训等。

“孩子们喜欢听战争故事，我就从
自身经历说起，随后慢慢讲到祖国只有
强大，外人才不敢欺侮，每个人都应该
为祖国的强大贡献力量。一个孩子听完
对我说，爷爷，我们应该为祖国好好学
习。”老人感到十分欣慰。

如今，精神体力有些不支的张老不
能再像过去那样到处宣讲，但是看着祖
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还是按捺不住要
写诗赞美，他说:“热爱、忠诚是一个共
产党员的生命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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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不再端枪，身躯依然挺直
———向优秀退役军人致敬

双手不再端枪， 身躯却跟端枪时一样
笔直；生活里不再有军号声声，但心跳仍有
军营鼓点的节奏。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
际，我们从全省挑选出5名优秀退役军人代
表， 向广大读者呈现他们在 “人生第二战
场”积极转型发展，带头建设家乡、带头促
进和谐的感人事迹。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杨忠民 肖庆

档案
张寿根，生于1966年4月，邵东县火厂坪镇

木林村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1982年8月至
2001年12月， 在部队服役；2002年因病退休回
乡。先后担任木林村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
是邵阳市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人大代表。

故事
7月19日，酷暑难耐，邵东县火厂坪镇木

林村退役军人之家“庆八一军地文艺汇演”
准备工作紧张忙碌， 联系当地驻军下乡演
出，自编自演老兵组团创业剧目，脚本改了
一遍又一遍……这场活动的总导演，就是退
役回乡15年、把贫穷木林领上致富大道的老
兵张寿根。

张寿根刚从部队回来时，身体有病，工资
不薄，本可在邵阳城里享清福。当他回到生他
养他的木林村时， 发现这里还是进村没有路、
人畜饮水有时成问题， 他觉得自己虽然退役

了，但军人的责任还在肩。
“不能帮乡亲们把路修好，我这兵就白当

了。” 他从城里卷起铺盖回到木林， 通过镇党
委、镇政府考察推荐，先后出任村主任、村党支
部书记，从此，他吃着自家饭、干着公家活、领
富一村人。自己拿出40万元，又多方筹资300
多万元，开辟出涉及2个乡镇、横跨5个村、全长
5公里、路幅8米的主道路，并进行全面硬化。为
解决安全饮水和节水灌溉问题，他又筹资80多
万元， 修建了一个容积300立方米深井和一个
容积500立方米的高山水塔， 全村受干旱影响
严重的村民都能喝上安全、 清洁的自来水，还
能保障部分农田的灌溉。

近年来，张寿根招商引资500多万元，在
村里兴办了乳胶厂、印花厂、养猪场等5家民
营企业。2014年， 成功引进多特农业有限公
司，在木林村投资2000万元，建成了5000多
亩标准化药材种植基地，流转土地1万亩，为
本村和周边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
带动农民种植药材50余户。 开辟300多亩荷
花基地，除荷花观赏和莲子的收入外，还开

展荷花鱼、荷花蛙养殖，增收前景一片喜人。
成立于2015年的木林村退役军人之家，承

担邵阳市退役军人教育培训任务，退役军人来
这里学习种植养殖技术， 到村办企业上岗实
操，随到随训。张寿根说：“退役军人退伍不褪
色，抱团创业正逢其时，我们搞这个市级培训
中心，就是希望孵化产业落户木林村。”目前，
这里有四五百名学员， 孵化了中药材种植基
地、农家乐、养殖场等，吸引了外地许多慕名而
来的退伍军人参与创业。

在张寿根带领下， 木林村成功走出了一
条扶持农民创业、建立生产基地、完善农业组
织模式、发展生态高效农业的道路，乡亲
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木林村先后获得了
邵东县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邵东县
清洁能源示范村、 省级卫生示范
村、省生态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张
寿根也被省民政厅、 省军区
政治部评为“全省先进军休
干部”。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档案
危李，43岁，华容县人，1994年12月应征入

伍，在1997年的军事大比武中致残。现为湖南
拓福家纺有限公司总经理。因艰苦创业、扶残
济困，先后荣获“中国好人”“扶残助学长江行
动爱心大使”“岳阳市岳阳楼区十大杰出青年
民营企业家”，2016年获评全省优秀退伍军人。

故事
� � � �今年全国助残日期间，危李为困难残疾人
家庭捐赠了价值15万元的床上用品。 近几年
来，在岳阳市发起的助残济困行动中，危李和
他的拓福家纺都会温暖相助。

危李的父亲是一个弹花匠，在家经营着一
个小作坊，1997年底， 退伍回家的危李经常帮
忙搭把手。一次，一个顾客弹了一床被子，要求
再做一个被套，当时可难坏了危李父亲，但也
让危李萌生出了将父亲的小作坊拓展成床上

用品加工厂的念头。
创业途中多次受挫，几番折腾后企业近乎

倒闭，危李想到过放弃，但每次他都说服自己
“风雨过后是彩虹”。军营生活塑造了危李细致
严谨的经营理念，功夫不负有心人，小作坊逐
步壮大，发展成了如今的湖南拓福家纺有限公
司，年销售额达到2000多万元。

危李全身心投入到传统棉胎制作深加工，
研发出可水洗的棉花空调被，获得了国家实用
新型发明专利，为企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产品口碑。

危李经营企业18年，也是与残疾人手牵手
相濡以沫的18年。在公司里，制度明显倾斜于
残疾员工，公司现有员工72人，其中残疾员工
51名，一半以上的中层管理人员是残疾人。

公司厂房里，针对不同程度的残疾人，总
有特别贴心的安排。员工个子矮小，危李特意
放低了缝纫机机脚， 为他们找来适合的矮凳
子；肢残员工行动不方便，各车间就全部使用

对讲机，方便指令随时传达到人，同时，他还
把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安排在固定的流水线
上。

危李待残疾人员工如亲人。2014年，一名
新进厂的聋哑女员工半夜离厂出走， 危李急
懵了， 发动全厂员工出去找人，5天后终于找
到女孩。询问原因，才知道女孩因为不适应那
个工作岗位，性格封闭的她想到离厂，通过安
抚和调整岗位， 聋哑女孩感受到了厂里的温
暖，如今，她已成为了一名优秀员工。近年来，
危李还撮合了4对残疾人喜结良缘，让他们在
厂里安家。

2016年7月，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将全省首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安置在拓
福家纺。基地成立后，公司投入40万元添置了
生活和娱乐设施，还安装了3部电梯，方便残
疾人出行，如今基地已接纳重度、智力和精神
残疾的员工21名，使他们在拓福找到了“家”
的归属。

张寿根：吃自家饭，干公家活，富一村人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档案
唐智湘，1984年出生于湖南永州 。退役后

创立 “厚天消防义工团 ”，目前注册的消防义
工已达1000余人 。2012年 ，义工团获首届全国
119消防先进集体；2014年，湖南省委授予 “第
三届湖南省优秀青年志愿者组织奖 ”。2017年
7月24日 ， 唐智湘当选湖南省 “优秀退伍老
兵”。

故事
唐智湘出生在永州蓝山的一个小山村里。

警校毕业后，怀揣英雄梦的他成为了一名光荣
的消防战士。军营里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退伍
以后的唐智湘一直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消
防做点什么。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唐智湘在长沙创立了
“厚天消防义工团”，他决定用自己掌握的专业

知识帮助更多人了解消防、预防火灾。义工团
创立之初，日子十分艰难。唐智湘只身一人骑
着摩托车，奔走在宣讲消防知识的路上。他每
年自掏腰包超过15万元， 耗费了大量时间精
力。家人和朋友都十分不理解，也有人质疑他
是在作秀。面对质疑，唐智湘没有辩解，只是更
加坚定了自己的义工之路。

厚天消防义工团是全国第一支，也是唯一
一支民间自发组织的非盈利性消防义工团体。
2012年对于义工团来说是跨越发展的重要一
年， 同时也是唐智湘个人生活最困难的一年。
这一年，唐智湘自作主张把父亲最后支持他的
10万元购房款， 全部用于义工团的运作经费。
这一年，唐智湘毅然放弃了之前从事的文化传
播公司唯一的赚钱项目，全身心地投入到义工
团的转型发展中。

唐智湘的妻子程芳，是厚天的第一批消防
义工。义工团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市民中宣传普

及消防知识，唐智湘将消防知识
融入视频、动画中，运用多种手
段，结合生活中的事例宣讲，取得了很
好效果。

唐智湘说，消防义工的作用在于普及
消防知识，“比如高层建筑防火，如何制定
逃生路线、如何使用消防器材等。这些看上去
并不起眼的知识，也许在危难时刻就能救人一
命。”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智湘经常会接到受过
培训的群众电话，“都是感谢的电话，当初学到
的消防知识， 在后来的生活中派上了用场。这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10年艰辛公益路。一次次宣讲，一次次讲座，
厚天消防义工团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从原来的
“单打独斗”成为一个拥有注册消防义工1000余
人的团队。据不完全统计，从成立至今，义工团的
服务工时超3万小时， 长沙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
他们的身影，每年超过30万人次受益。

唐智湘：十年公益路，温暖星城人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档案
黄常明 ，1964年5月出生 ， 中共党员 。从

1987年开始，他在郴州桂东县光荣院炊事员的
岗位上一干就是30年， 先后服侍照料了110余
位孤寡军烈属、复员老军人。他把家安在了光
荣院，妻子、女儿成了院里的义工，一家人都成
了孤寡老人的亲人。

故事
� � � � 1987年冬， 年仅23岁的黄常明退伍回乡，
成为了桂东县光荣院的一名炊事员，一干就是
30年。

光荣院里住的都是孤寡军烈属或复员老
军人，黄常明说，“我也是一名退伍老兵，对他
们有一种特殊的亲人情感。”做饭时，他都精心
搭配，想尽办法做出让老人满意的饭菜。他什
么活儿都抢着干， 还承担起帮老人洗衣物、提

水铲火、端茶送汤、理发修指甲等琐事，甚至夜
起帮老人盖被子， 从前一天的凌晨5点一直忙
到次日凌晨1点。

黄常明的办公桌里收藏着一张手写的发
黄的遗嘱，那是患心脏病去世的黄振林老人生
前留下的。遗嘱上清晰地写着自己的9000余元
存款以及其名下财产继承人为黄常明。 一个光
荣院老人的遗产并不多， 但沉甸甸的情谊和信
任让黄常明深深感动。 黄常明曾一直建议黄振
林将遗产留给自己的亲人， 但黄振林老人坚决
不同意。黄振林没有孩子，但有亲弟弟。他在病
危时说， 自己多次住院动手术是黄常明忙前跑
后，自己卧床不起是黄常明端茶送饭、更衣擦
澡，他把黄常明当成了可以托付一切的儿子。

老人的老去、病痛、离开是无法改变的自
然规律，在光荣院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老人
离世前受尽病痛折磨， 黄常明也跟着受“折
磨”，他成了桂东县人民医院的常客。剪好尿布

为大小便失禁的老人垫上， 为老人接导尿管，
抱着老人喂汤饭，给老人翻身擦洗……医院护
士用“震撼和感动”来形容看到黄常明护理老
人时的心情。每年清明祭拜去世的老人，也成
了黄常明30年来不变的习惯，黄常明一直以亲
人的身份表达情意和寄托哀思。

黄常明与妻子胡爱莲结婚27年。但结婚4
年后，胡爱莲没等到黄常明的回家，相反，黄
常明却等到了胡爱莲的加入。1993年，胡爱莲
带着两岁的女儿住进了光荣院， 成了光荣院
的义工，与黄常明一起照顾老人，一干就是24
年。

30年时光荏苒，黄常明真心不改，以自己
的一片爱心， 收获了光荣院老人的一份真情，
更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他先后20多次被评
为市级以上先进个人，200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
复员退伍军人。2015年， 他被评为全国先进工
作者，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黄常明：家就安在光荣院

危李：待残疾人员工如亲人

张庆功：
92岁“老兵”不减忠诚本色

� � � � 图①张寿根（右一）到群众家里听
取意见，摸清底数。 曾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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