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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黄震宇

长沙市城北开福区，有一个叫作“百善台”
的地方。70年前，湖南和平解放前夕，这里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所在。 参与湖南和平解放谈判的
代表之一刘公武先生一家，就居住在百善台。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老街区，一栋栋五六层
高的住宅小楼，鳞次栉比。楼宇之间，有菜场、小超
市、理发店、福利彩票店，使街区充满生活气息。

近日， 记者在长沙采访了刘公武先生的儿
子、省政协原副主席、民革省委原主委刘晓，听
他讲述70年前的历史往事，以及70年来父子两
代人作为民革成员，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携
手走过的风雨同舟路。

家国往事
刘晓是家中老幺，上面有9个哥哥姐姐。关

于父亲参与湖南和平解放的那段风云往事，他
常听哥哥姐姐们说起。

父亲刘公武是湖南华容人，曾出国留学，回
国后在国民政府担任军政要职。解放前夕，他协
助程潜等推动和平运动，先后担任“湖南人民和
平促进会”“湖南各界人民争取和平联合会”常
委兼总干事等职务。

“不愿意长沙再听到枪声，不希望老百姓再
受苦。”1949年8月4日，刘公武参加签名通电起
义。8月6日，受程潜委派，刘公武作为湖南和平

解放谈判代表，前往长沙郊区东屯渡，迎接解放
军四野谈判代表入城。

刘晓听哥哥刘力回忆， 父亲忙于和平运动
之时， 白崇禧多次派人想强行将其家人带往台
湾。在百善台家附近，有不少可疑人在活动，甚
至冲入家中，幸得母亲宁死不从，并带领孩子们
机智躲避。

1950年春天， 湖南和平解放后的第二年，
刘晓出生在百善台。

风雨同舟
新中国成立后， 刘公武担任湖南省军政委

员会参议、 省政府参事、 民革省委副主委等职
务。他特别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对台
和海外统战工作。

抗美援朝期间，刘公武将17岁的大儿子送
到朝鲜前线， 并将家中的一点积蓄全部捐献给
国家。他享受副省级待遇，可是他和家人仍居住
在原来的一套居民宿舍内不肯搬家。

“终其一生，父亲都是一个不顾个人和小家
安危，将国家民族的振兴放在第一位，无怨无悔
地作出自己贡献的人。”

刘晓回忆，在父亲的影响下，家中10个兄
弟姐妹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出了一番成就，有
的成为大学教授，有的从事科研，有的在党政部
门任职，其中有7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晓则加入了民革， 成为与父亲一样的民

主党派人士。
2002年， 刘晓当选为民革湖南省委主委。

他以父亲为榜样，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促进湖
南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爱抗战老兵
刘晓在湖南发起关爱抗战老兵的行动，引

起广泛关注，政府和民间组织都参与进来，最终
让全国的抗战老兵都得到了政治上的优待。

刘晓利用自己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 多次
向全国政协会议提出提案，呼吁关爱、救助抗战
老兵，让他们安度晚年。此外他还推动修建我省
辛亥革命人物纪念馆和抗日战争纪念馆， 修复
被遗落和损毁的抗日纪念墓园。

刘晓告诉记者，如何鉴别抗战老兵身份，是
一个最大的难题。老兵们都已经八九十岁，可以
证明身份的资料多数遗失。刘晓提出，只要老兵
能够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哪个部队的、 曾经在哪
里打过仗、长官是谁，就可以认定身份。为此，来
自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们一个一个上门访谈，确
认老兵身份，及时进行关怀救助。湖南认定幸存
的抗战老兵有3000多名，每年为每位幸存老兵
发放6000元到1万元不等的慰问金。

70年前，父亲刘公武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70年来，父子两代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

同舟。刘晓说：“只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才能走
得踏实，才能越走越开阔。”

�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邹晨莹
通讯员 陈瑞来）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路走来》，近日由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面向全国公开发
行。

该书共11万字，分七章，旨在帮助广
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党史、国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进一步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第一章《伟大交响》，讲述
东西方先哲对美好社会的向往； 第二章
《荒原灯塔》， 讲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第三章《世纪之光》，讲述社会主义从
理论到现实；第四章《红旗漫卷》，讲述社
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 第五章《日出东
方》，讲述社会主义让中华民族从醒过来
到站起来；第六章《春天的故事》，讲述社
会主义让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第七章《走进新时代》，讲述社会主义让
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袁勇军 郭欣

【名片】
马云龙，男，1989年出生，吉林长春

人。高中期间，因表现突出入党。2008年9
月考入湖南文理学院，2009年11月参军
入伍，在武警辽宁某部服役8年多，曾被
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共产党员等，获得奖
励22次。2018年5月退役， 他放弃事业编
工作安置，返校复学，就读于湖南文理学
院文法学院。他勤奋好学、热心公益，获
得奖励12次， 并被聘为常德市征兵形象
大使。

【故事】
9月30日上午， 记者在湖南文理学

院图书馆见到马云龙时， 他正在为毕业
论文开题报告准备资料。 在一群大学生
中，马云龙“站如松、坐如钟”，仍保持着
一股军人的气质。

大学参军，服役8年多，退伍返校，
逐梦校园。谈起自己的经历，马云龙风轻
云淡。

“从小就想当兵。”马云龙上中学时，
不仅成绩好， 还是文艺特长生。 学习之
余，他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读
高三时光荣入党。2008年高考， 马云龙
被湖南文理学院录取，但他心中的“参军
梦”并未熄灭。

“大一时，我创办了大学生军事爱好
者协会。”马云龙说，他每周带领会员开
展国防教育，普及国防知识，举办军事技
能培训沙龙等。

大二第一学期伊始正值征兵， 马云
龙到学校武装部报了名。2009年11月，
马云龙光荣入伍。

马云龙服役于武警辽宁某部， 驻守
边境。“矢志奉献，奋勇拼搏，报效祖国。”
这是马云龙入伍前的誓言。 在部队8年
多，他先后参加鸭绿江抗洪抢险、大规模
跨区军事演习、 边境应急战备等急难险
重行动30余次。

“体会最深的， 是2010年鸭绿江
抗洪抢险。” 马云龙记得， 经过近一个
礼拜的日夜抢险， 丹东市东港市龙王庙
镇的一位年迈的老人给他们送来鸡蛋，
真诚感谢人民子弟兵。 那一幕， 深深印
在马云龙的脑海里。

服役期间， 马云龙曾被评为优秀士

兵、优秀共产党员等，获得奖励22次。他
还考取军队院校，进修2年。

去年5月，马云龙退役。因服役期间
表现突出， 他被安置到户籍地一家事业
单位工作。“虽然工作轻松稳定， 但总觉
得自己还缺了点什么。” 经过一番思考，
马云龙决定放弃工作，重返校园。

“读完大学，人生才会完整。”马云龙
说，8年多青春年华奉献给部队，他无怨无
悔，但他想抓住青春的尾巴，圆梦大学。

有志者，事竟成。重新走进课堂的马
云龙，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重返校园一
年，他完成了大二、大三学年全部课程，
成绩排在年级前列。

“勤奋，自律，退伍不褪色。过去是优
秀士兵，今天是优秀学生。”在班主任周
勇眼中， 马云龙展现了当代军人和当代
大学生的风采。

在同学们眼里， 马云龙不仅是帅气
的兵哥哥， 还是十足的暖男。“无论请他
指导撰写实习报告， 还是喊他参加社团
活动，他都会热心帮忙。”同班同学赵思
雨把马云龙当作大哥哥。

马云龙先后获得全国大学生金融大
赛一等奖、常德市国防演讲比赛一等奖。
他还热心公益活动， 多次参加省及常德
市军地国防教育宣讲活动， 去大中专院
校向青年学生宣传国防知识等，被聘为
常德市征兵形象大使。

退伍返校，日子过得很充实。谈及未
来，马云龙笑了笑说：“8年多军旅生活磨
练了我的意志， 我有信心靠自己的双手
开创美好未来。”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若非亲眼所见，很难让人相信，眼前文静贤淑
的邓志红，会是岳阳县公安局网技大队大队长。

更让人惊叹的是， 邓志红带领团队先后主
侦和参与办理大案16起，其中公安部督办案件
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5人，打掉团伙窝点16个，
查获涉案资金10亿多元， 她本人3次被省公安
厅记三等功，获评“湘警之星”“湖南省优秀人民
警察”，成了远近闻名的警界巾帼英雄。

10月8日，45岁的邓志红说起从警经历，感
慨万千：“我在部队大院长大，从小就想当警察。
那时想，女警大概只能做文职，没想到能去一线
破案。”

巾帼不让须眉，英雄在平凡中练就。邓志红
1993年1月参加工作， 先后在岳阳县公安局办
公室、 巡特警大队工作。“不懂业务就等于没有
战斗力！”2010年进入网技岗位后，邓志红深知
这个岗位的特殊性，不断加强学习。在她的办公
桌上，最显眼的就是各类专业书籍。她常对照书
本摸索网络侦查诀窍，先后5次自费参加公安部
举办的培训，获得“网络信息安全工程师”职称。

多年一线工作、不断学习实践，加上女性的
第六感，邓志红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平时浏览网
页与朋友圈，逛街途中接到小广告，她都会留意
找线索。“不管看到什么，都要往深层次想一想，
说不定某个点就是破案的突破口呢。” 她说。同
事们佩服她有一双别人不可替代的“眼睛”，罪
犯的一些小伎俩都难逃过这双眼睛。

邓志红带领团队， 曾侦破利用云盘传播淫
秽色情信息的“全省第一案”。2016年4月12日，
查获岳阳县籍人李某某利用微信涉嫌网络贩卖
淫秽物品的线索， 邓志红迅速组织开展线上线
下调查， 掌握李某某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涉
嫌网络犯罪的团伙。 岳阳县公安局随后对此案
立案侦查， 该案后被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和公
安部挂牌督办。

网络犯罪电子数据隐秘性强，提取、固定证
据难。邓志红日夜奋战，先后调取相关当事人各
类书证、物证等证据100余份，提取涉案电子数
据3469GB。 她带领专案组成员， 奔赴河南、浙
江、广西等地，行程1.6万多公里，仅用21天时
间，抓获了以群主盘某为首的23名骨干犯罪嫌
疑人，查获淫秽视频20余万部，彻底摧毁了该

团伙及其下游分销网络。
“我觉得工作不只是难在技术上，还在女性

身份上。民警办案可不分男女。”邓志红笑着说。
去年3月， 她带领团队去吉林办理某诈骗案，在
潍坊中转时，突发腰椎间盘突出，但她仍坚持到
达现场通宵蹲守，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

巾帼英雄也有侠骨柔情。许多时候办案，邓
志红经常忙到深夜，因为岗位的特殊性，还往往
不能对家人说。“老妈， 你回来没有， 我要睡觉
啦！”一天凌晨，还在办公室和同事分析数据的
邓志红，收到儿子的信息。她心头一酸，眼泪在
眼眶里打转，揉一揉眼睛，继续工作。

小爱深藏于心，大爱奉献于民。邓志红忙完工
作回到家，照样做家务、带孩子，是个好妻子、好母
亲。 她最自豪的不
是拿多少奖， 而是
家人以她为傲，儿
子以她为榜样。她
说， 一定坚持战斗
在公安一线， 坚持
战斗在守护百姓平
安的最前线。

爱国情 奋斗者

同心故事

“只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才能越走越开阔”
———访省政协原副主席刘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路走来》
公开出版发行

马云龙：

退役返校再逐梦

� � � �马云龙 通讯员 摄

邓志红：不可替代的“眼睛”

香椿飘香
10月8日， 郴州市蔬菜

科学研究所马头岭基地，工
作人员在采摘四季香椿。香
椿芽为春季食材。该基地于
去年10月引种数万株四季
香椿，种植成功。近日，基地
香椿飘香，工作人员忙着采
摘上市。

李加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