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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故事

雷超奇：

“两岸黄埔同学都盼望祖国早日统一”

为乡亲们
好好看病

——
—访湖南省黄埔同学会会长彭永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黄震宇

考入黄埔军校， 植入
“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彭永是黄埔军校22期学员。
20岁那年，他考上军校，从湖南
远赴四川， 投入到异常辛苦的军事
训练中。令彭永印象深刻的是，在黄
埔军校的学生当中， 有不少共产党
员，他和其中的几位成为朋友。
“分科入伍，我入的是步科。一
个班16个人， 我担任预备枪手。”91
岁的老人回忆那段岁月， 有一些得
意，“我打枪打得很准的。”
在系统严谨的军事训练中，彭
永和同学们结下深厚情谊，“爱国、

爱国情 奋斗者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欧阳倩

今年的国庆长假，吴平辉又一次
在办公室度过。他说：
“
越是假期，旅客
越多。我人在办公室，心里才踏实。”
从2014年9月24日到现在，吴平
辉任长沙火车南站地区综合管理办
公室党工委书记、主任一职，已整整
5年。这5年，吴平辉形成了许多“习
—每天上班前，先到站区走一
惯”——
圈，角角落落甚至是卫生间都要看看；
每周一，吴平辉总是准时参加49个驻
站单位的联席会……也正是因为多
年来默默的坚守与付出，今年，吴平
辉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长沙
仅4人获此荣誉。
吴平辉的岗位很“尴尬”：虽说是

! "

在抗美援朝的炮声中，
写下第一封入党申请书
在奔赴朝鲜的前夕， 彭永收到
六弟战友的来信， 告知六弟已经牺
牲在朝鲜战场上。
来不及悲痛， 彭永自己也上了
战场。一开始他做的是后勤工作，后
来进了炮兵营。彭永记得，做后勤工
作时需要押运物资到前线， 有一次
几十辆汽车浩浩荡荡地行进， 穿越

美军封锁线，一旦有汽车中弹，司机
就把车往沟里开， 让车在山沟里爆
炸，不影响整个运输线。还有一次，遇
到美国飞机一个俯冲过来，炸弹落在
汽车旁边， 但幸运的是并没有爆炸。
彭永告诉记者，部队参与攻打轿岩山
的战役， 牺牲了好多人，
“
像黄继光那
样拿身体堵枪眼的，不止一个。”
“我最佩服的是部队里的共产
党员，不怕苦，不怕死，打起仗来往
前冲，没有往后退的。”在朝鲜战场
上，彭永留下两个遗憾，一是没有机
会立功，二是没能火线入党。
其实，到朝鲜不久，在连队领导
的鼓励下，在隆隆炮声中，彭永写下
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可惜，因为战
事吃紧，部队不断迁移，入党一事被
搁置了。

76 岁 入 党 ， 希 望 国 家
越来越好
回国后，彭永脱下军装，成为一
名人民教师。
从山东到长沙， 彭永一直在教
育战线兢兢业业工作， 也一直没有
放下入党的念头，但一直未获批准。
2004年， 退休后的彭永再次主

吴平辉：5年坚守不言悔
综合管理部门，但火车南站有49家驻
站单位， 还有99家协调管理单位，上
至铁路总公司，下至省属、长沙市属
单位。协调的难度有多大？即便是站
内电灯损坏， 吴平辉也要去找3个部
门——
—申报的是一个部门，供电的是
一个部门，修灯的又是一个部门。
吴平辉心里明白工作的难度。
到任后的2个月，吴平辉提议把站区
铁路、地方、各单位联合起来，组建
“和谐号”党建联盟。
党建联盟的成立打破了“九龙治
水”的局面。打的第一个“漂亮战”，便
是成功拆除位于高铁广场的7块违章
广告牌。“这一‘仗’把党建联盟的威
力打了出来。此后，以党建为统领，工
作的合力不断形成。”吴平辉说。

吴平辉做事有着“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执着。为解决火车南站排水系
统的问题，吴平辉前后跟进了4年。
时间回到2015年5月1日， 一则
长沙火车南站广场被淹的照片引起
各界哗然。由于排水管径过小，排水
倒溢，地面积了10厘米的水，且发出
阵阵恶臭。
协调是个漫长的过程。往上级部门
送报告、找广铁集团求支持……吴平辉
不知道汇报了多少次，可进度缓慢。
2018年7月19日，吴平辉抱着厚
厚的汇报资料， 只身去了北京找到
铁路总公司相关领导,越级“上访”。
20多天后， 广铁集团来火车南站现
场办公，征询解决方案。最后，一个
涵盖3个系统、9个建设项目、预算4.5

动找到党组织， 要求入党。“组织上
考察我的经历， 肯定我工作中的成
绩， 这次比较顺利。”2004年，76岁的
彭永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圆了心愿。
退休后， 彭永义务担任教师村
“村长”，一当就是15年。调解夫妻矛
盾、修理水龙头、接通电路……处理
大大小小的事情，一天到晚忙不赢。
1988年， 湖南省黄埔同学会成
立。 彭永先后在省内各级黄埔同学
会任职，担任会长、秘书长等职务。
彭永告诉记者，当年的黄埔同学，有
不少去了台湾， 他和许多老同学都
建立了联系，时常互通音信，联络感
情。台湾的黄埔同学回乡，他负责联
络接待。 他还应邀前往台湾参观考
察，向同学们介绍大陆情况。令他欣
慰的是，即使分隔两地，同学情谊始
终不变，“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也
始终未忘，“两岸黄埔同学， 都盼望
祖国早日统一。”
现在， 全省健在的黄埔同学已
经不到100名， 生活都得到妥善照
顾。作为会长，彭永每年都会给他们
送去慰问金。他说，对于平均年龄已
经超过90岁的黄埔老人来说， 大家
共同的心愿，就是国家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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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暑热渐渐退场，秋
风为晨昏带来凉意。
9月下旬，长沙城南教师村，记者
爬上4楼，叩响灰色铁门，走进了一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格的公寓。
这里是湖南省黄埔同学会会长
彭永老人的家。老人今年91岁，耳聪
目明，精神矍铄。他用缓慢而清晰的
语调， 为记者讲述了一个黄埔老兵
的爱国情。

革命” 的黄埔精神也深深融入了其
精神血脉之中。
毕业的时候， 彭永被分配到湘
黔边界的部队，还没有报到，部队起
义了。彭永返回湖南老家湘乡，此时
湖南已和平解放。在亲戚的劝说下，
彭永再次报考军校， 考取了武汉的
一所军事院校。
“又读了两年解放军的学校，毕
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的一个部队。”彭
永告诉记者， 这支部队是从井冈山
下来的。 他经常听老战士们讲过去
的光荣传统和革命故事，听得入迷，
在不知不觉中转变思想。
入伍没几个月， 部队被调到东
北，彭永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彭
婷
摄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名片】
雷 超 奇 ，1986 年 出 生 ，湘 潭 市 中
心 医 院 主 治 医 师 ，2018 年 派 驻 雨 湖
区姜畲镇中心卫生院工作。 他全心
全 意 为 病 人 着 想 ，收 获 大 批 “粉 丝 ”。
今 年 上 半 年 ， 卫 生 院 门 诊 达 7635 人
次，其中约 7 成由雷超奇接诊。
【故事】

“田娭毑，开的药快吃完了吗？”
10月8日， 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中心
卫生院医生雷超奇拨通了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位叫田凤娥的老
人。她偏瘫在床，还患有糖尿病、心
衰等疾病。去年，为节省路费，她丈
夫推着轮椅步行去卫生院。约8公里
路程，他们走了近4个小时。“当时我
就震惊了！”雷超奇决定，今后上门
给老人复诊，解决老人出行难题。从
此，田凤娥有了“家庭医生”。雷超奇
挂念这位特殊的病人， 不时打电话
询问。
“我虽然一身病，却是一个有福
气的人， 遇到了雷医生这样的好
人！”说起雷超奇，田凤娥充满感激。
今年33岁的雷超奇， 出生在新
邵县一户农家， 儿时对农村医疗设
施落后和医疗技术薄弱记忆深刻。
“有的乡亲本可以治好病，却因为得
不到及时治疗耽误了……” 雷超奇
心里种下了穿“白大褂”的梦想，希

亿元的排水系统改造方案全面启
动，预计今年底竣工。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吴平辉
总是希望“便捷再便捷”。今年春运，
他提出高铁出站旅客进地铁免安
检。免安检区域设在哪效果最好？吴
平辉一头扎进了站区，分时间段从各
个出站口来来回回、里里外外地走。一
个星期后，他拿出初步方案，每天有近
5万名旅客受益于这项举措。
长沙火车南站是湖南对外一个
重要的窗口，它是否整洁、规范、快
捷，决定了旅客对湖南的第一印象。
这5年来，每个国庆长假,吴平辉都坚
守车站；每个除夕，他都和站区值班
工作人员一起过， 换来了火车南站
越来越文明规范的形象。
说起对年迈父母和家人的愧疚,吴
平辉眼眶湿润，但很快又陷入了沉思。
他说：
“
为了这个坚守，我从不后悔！”

望为发展乡村医疗事业贡献力量。
通过发奋学习，2005年，他考入北京
中医药大学本硕连读， 毕业后进入
湘潭市中心医院工作。
去年， 湘潭市中心医院积极推
进医联体建设， 与姜畲镇中心卫生
院签约， 派部分医务人员驻卫生院
工作，雷超奇第一个报名。
荒凉、空荡，这是姜畲镇中心卫
生院给雷超奇的第一印象。 得知镇
里来了三甲医院的医生， 不少村民
赶来看病，卫生院开始热闹起来。但
见雷超奇很年轻， 也有人对他提出
质疑：“都说老中医才有经验， 你年
纪这么小，会看病吗？”雷超奇笑笑，
也不反驳，只是耐心把脉问诊。随着
时间推移， 他凭过硬医术赢得了病
人信任，渐渐收获了大批“粉丝”，成
了卫生院的“香饽饽”。数据显示，姜
畲镇 中 心 卫 生 院 2017年 门 诊 只 有
290人次， 今年上半年就有7635人
次，其中约7成由雷超奇接诊。
雷超奇的手机里， 应用软件多
是医学专业APP；手机备忘录里，数
十种常见病症的治疗方法记录详
实；书架上，满是专业书籍、国学经
典等。他说：“中医博大精深，学习7
年，工作7年，我仍觉得自己只跨出
了一小步，要学习的还很多。”
在繁忙工作之余， 雷超奇养成
了每天读书的习惯。他说，只有不断
“充电”、更好治病救人，才能让梦想
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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