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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唐建军

“当时国难当头，保家卫国人人有
责，我们正值血气方刚，算是赶上时候
了！”5月24日，道县第一中学一间普通
住房里，道县籍抗战老兵吴耀仁、吴跃
义兄弟俩打开话匣子， 向记者回忆起
亲历的衡阳保卫战，一脸激动。

吴耀仁、 吴跃义出生在道县四马
桥镇燕山脚村。 哥哥吴耀仁，1922年7
月出生，1942年加入国民革命军第20
军，参加过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弟
弟吴跃义，1924年3月出生，1943年加
入国民革命军第10军，1944年参加衡
阳保卫战。

炊事员上火线
吴耀仁参军后，在衡阳“伤病给养

社”任炊事员。
给养社里每天都弥漫着浓郁的药

味，每天都有伤病员从前线下来。吴耀
仁除了做饭菜， 还经常帮着医务人员
抬担架，照顾重伤病员，给伤员擦洗身
子，端屎端尿，从不讲价钱。吴耀仁说：

“他们和我差不多大年纪，有的年纪比
我还小，却在战场上受了伤，我照顾他
们，还有什么说的呢？”

两年后， 吴耀仁随部队编入驻守
长沙的第20军， 在军部当炊事员。不
久，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战争的激烈
程度，远远超过了吴耀仁的想象。炮弹

燃起的烈火染红了半个天空， 身边不
时有弹片飞过。 炊事班随时跟着阵地
的转移， 调整驻地。 战事最激烈的时
候，敌人的喊杀声就在耳边响起，甚至
能看清楚对面日本兵的表情。

1944年6月，吴耀仁所在部队被打
散，在撤退的路上遇上了第10军。随即
编入第10军参加衡阳保卫战。 一开始
担任通讯员，1个月后，又回到炊事班。

衡阳守军经过近40天的艰难坚
守，死伤无数，各部之间的通讯联络电
话线被日军飞机、重炮炸断。这时，轻
伤员、马夫、炊事员全部上了火线。

吴耀仁记得， 自己第一次拿起枪
射击，竟然把子弹射向半空中，吓了一
跳。然而，目睹身边一个个刚才还在谈
笑风生的战友，旋即就牺牲了。满腔的
国仇家恨，让吴耀仁忘记了一切。面对
日军的冲锋，吴耀仁冷静射击，一次击
毙了3名日本兵。他还冲出战壕，与冲
上来的日本兵拼刺刀。最多的一天，他
和战友们击退了敌人10多次进攻。吴
耀仁说：“枪管打红了， 正在用水冷却
的时候。日军又冲了上来，我们拿起散
发着水蒸气的枪，继续战斗。”

弹尽粮绝之际，吴耀仁随部队杀出
一条血路。在走散、寻找部队无果后，回
到家乡。后来，他加入党的地下武装，在
道县管子塘一带打游击，后因伤回家。

战友至死保持着战斗姿势
吴跃义1943年9月入伍，在国民革

命军10军49师1团团部当通讯员。
1944年，部队改编成衡阳保安团。

6月中旬， 日军从株洲方向向衡阳进
攻，吴跃义随部队驻守白沙洲、黄茶岭
一带。 吴跃义告诉记者， 日本兵在飞
机、重炮的掩护下，如潮水般一波紧接
着一波发起冲锋。 经过多番血战，1团
退守黄茶岭。 由于黄茶岭之前修好了
战壕、暗堡等坚固工事，部队在这里与
日军激战3昼夜， 使日军遭受重创，死
伤无数。

吴跃义流着眼泪说：“那一天，我
一连打了20多发子弹，击中10多名日
本兵。不知什么时候，日军飞机丢下
的炸弹在我方阵地爆炸，弹片击中了
我的左腿，我当即昏死过去。等到我
醒来，才得知营长胡中柱、连长董子
畏、排长刘育能全都牺牲了。傍晚的
黄茶岭， 漫山遍野都是战友的尸首，
我亲爱的战友们，他们至死都保持着
战斗的姿势！ 这是我永远无法忘记
的！”

后来， 吴跃义随部队冲出日军的
包围，并参加了在祁东县洪桥镇、冷水
滩区黄阳司镇的两次对日军的作战，
两次都成功击退日军。

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吴跃义
回家务农。1948年7月1日，吴跃义在零
陵区香零山一座寺庙里， 举手宣誓加
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吴跃义在永州、
郴州、衡阳一带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前
夕，吴跃义联络道县、宁远等县的地方

进步人士迎接解放军进城， 发动进步
青年加入解放军。

此生不悔从军路

1949年新中国建立， 吴耀仁被本
村村民们推选为“土改评议员”，参与
土改工作。后来，吴耀仁长期担任村、
组干部，带领村民把一个贫穷、落后的
生产队，建设成为全镇的先进生产队。
他还先后参加了道县凤仙洞水库、巫
江水库、红旗大坝的建设。

1950年， 参军前上了初中二年级
的吴跃义， 在本村新创办的小学校担
任教师。1963年，吴跃义入狱，被开除
公职。1984年平反恢复工作，从县教育
系统退休。

目前，吴耀仁、吴跃义老人都在道
县县城居住，身体硬朗。闲暇时，吴耀
仁扛着锄头， 到城郊结合部的小菜园
里锄草、种地。吴跃义喜欢文娱活动，
经常与老年人一起拉二胡、 弹琴、唱
歌，晚年生活丰富多彩。

现在， 两位老人不时回忆起衡阳
保卫战， 向大家讲述衡阳保卫战的激
烈情景。当年，兄弟俩近在咫尺，却不
知道都在战场上。更让人感慨的是，兄
弟俩竟然双双幸存下来。

说起当年的抗战，吴耀仁、吴跃
义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至今，我们
无悔从军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国
家有需要，我们还参军，还上战场保
家卫国！

湖南日报记者 杨柳青

� � � �名片：
� � � � 邓达，1982年生， 婚恋企业
“我主良缘”的创始人。这个看着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长大的
退伍军人，在2010年辞去省级事
业单位公职 ， 专注经营婚恋事
业。如今“我主良缘”已在全国开
了9家门店，拥有上百万会员，邓
达也被媒体称为“好红爹”。
� � � �故事：

聊起“好红爹”这个称呼，邓
达腼腆地一笑，说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就被冠以了这个称谓。刚在
广州忙完新店开张的邓达回到
长沙接受了记者采访。这是他创
办的婚恋实体店“我主良缘”开
的第9家店。

“有时觉得真累啊。”邓达
说， 自己每年要不断辗转这几
地，了解当地经营情况，策划线
下活动，还要开拓新市场。为了
这份事业 , 他曾拖着生病的身
体 ,经历了无数个不眠的夜晚。
但他坚信， 没有比寻找如意伴
侣更具有回报的投资 , 也没有
比经营幸福婚姻更值得付出的
事业。

80后小伙对“做媒”如此热
衷，还要从1998年说起，那年邓
达入伍成为一名驻守福建边防

海域的军人。海岛戍边，艰苦、
孤独。 由于和异性接触的机会
少，大量单身官兵被“剩”了下
来。 如果能为大家牵线搭桥多
好？ 这个念头开始在邓达心里
萌芽。

退伍后，邓达进入福州一家
事业单位上班， 虽然工作稳定，
但创业当“红爹”的想法却从未
消退。2007年9月，他在福州创办
了“我主良缘”婚介所。3年后，他
辞去工作，专心专意投身婚恋事
业。长沙、深圳、厦门、杭州、青
岛、济南……随着连锁店相继落
地，邓达的“婚恋版图”不断扩
大，会员数达上百万人。

“‘我主良缘’要做成品牌。”
邓达说，相对交友相亲网络化,他
更倾向传统的婚介实体连锁。因
为在实体店，会员信息的真实性
更有保障。

“我们所有的会员均是实名
认证, 都经过严格的信息审核。”
邓达介绍，“我主良缘”的责任红
娘会先为会员进行匹配，提供一
对一约见服务,解决“相识”的问
题。接下来，责任红娘对会员进
行约会指导、婚恋培训及形象打
造，让他们在约会中更好展现自
我。

邓达说，两个人在一起是为
了彼此生活更好，婚介省去了双
方匹配“硬件”的步骤，但两个人
能否走到一起， 婚姻是否持久，
还需要共同用心经营。

舌头和牙齿都会打架，两个
人在一起则更要相互磨合。邓达
说，经营感情3点很重要：一是付
出，只有付出爱，才能收获爱；二
是理解和尊重，懂得理解，学会
尊重，日子才会长久；三是要常
换位思考，让对方更强大、更轻
松。 强的一方如何收起锋芒，让
弱的一方找到平衡点就极为重
要。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睿

湖南日报于5月22日和5月23日连
续报道了宁乡籍抗战老兵丁志远抗日
牺牲、葬身异乡72载的故事，引起了广
大网友的热议。

网友“忘忧果”说：“抗战胜利70周
年了， 希望更多长眠地下的默默无闻
的抗战老兵能够回家。”

网友“凡心点点”发帖称：“地不分
南北，人无论党派，都有抗战之责，那
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牺牲的英
烈们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还有部分网友对丁志远生前身后
之事产生了浓厚兴趣， 并表示愿意为
丁志远迁葬回宁乡之事提供帮助。

为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5月24
日， 记者前往丁志远的家乡———宁乡
县大屯营镇河西村，采访了他的儿子、
媳妇、女儿、孙子、外孙等后人。

他们告诉记者，丁志远有2儿3女，
目前只有79岁的次子丁海南和76岁的
满女丁玉梅在世。

“父亲小名叫丁晓春，参加国民革
命军之前，已有了我的哥哥丁福初。后
来，他随同叔伯兄弟丁远春到了浙江。
1938年，父亲骑着一匹白马回家，住了
一段时间，接到命令赶回部队。抗日战
争胜利后，丁远春回家，只把父亲牺牲
的消息告诉给母亲， 但没有告诉父亲
参加新四军抗日牺牲的实情， 可能他
根本不晓得父亲已经加入新四军。”丁

海南说， 父亲1938年最后一次离开家
乡时，自己才两岁，丁玉梅还没出生，
所以对父亲并没有太深的记忆。

丁海南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向母
亲打听父亲的事情， 母亲不愿多谈。偶
有后辈问起父亲是怎么死的，母亲总说
是“病死的”。文化大革命时，家人因父
亲曾加入国民革命军，入队、入团、入党
一概无缘。自己当兵10年，期间多次递
交入党申请书，可一直没被批准，直到
1989年退休一年后才实现入党心愿。

“父亲的照片我看到过，非常威武
潇洒。他因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牺牲，是
抗日英雄，很了不起。”丁海南说，由于
父亲的身份问题， 他的照片被送到姐
姐丁爱兰的家里， 不久因担惊受怕被
全部烧毁。

“我嫁到丁家后，婆婆对公公的事
情说得很少， 不过有一件事还是记忆
深刻的。” 丁志远的长媳欧灿霞回忆
道，上世纪40年代后期，婆婆曾收过一
封无字信， 当时就感觉情况不妙。为
此， 婆婆还找人卜卦， 得到的答案是

“哀哉哀哉真哀哉，一眼望到望香台”，
意思是公公已经去世了。

河西村村主任卢福强说：“丁志远
是我们家乡的骄傲。 他在浙江长眠72
年，当地老百姓专门看守他的墓地，我
们相当感动。 我们会尽快跟宁乡县相
关部门汇报， 尽快安排丁志远迁葬事
宜， 并将搜集相关资料为其申报抗战
烈士称号。”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戴求兵 ）
今天， 记者从邵阳市纪委获悉，
为严肃党纪政纪和法律的权威，
该市最近对4名处级干部进行处
理和展开调查。

日前， 经邵阳市委批准，邵
阳市纪委对邵阳市邮政管理局
原党组书记、局长谢建军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决
定给予谢建军开除党籍处分，并
建议省邮政管理局对其作出行
政开除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由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经查，谢建
军在担任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
处党委副书记、处长期间，违反
廉洁自律规定 ,公车私用；违反
交通法规，放任单位司机在自己
使用的车上悬挂单位其他车辆
牌照和使用假车牌牌照 ;对单位
财务违纪负重要领导责任；对超
概算投资修建办公楼负有主管

责任。在担任邵阳市邮政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期间，以金钱、手
机、旅游等方式引诱幼女与他人
发生性关系，情节严重，涉嫌刑
事犯罪。

日前， 经邵阳市委批准，邵
阳市纪委对新邵县人大常委会
原党组副书记、正县级干部龚小
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决定给予龚小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刑事
犯罪问题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经查，龚小冰以金钱、手机、旅游
等方式引诱幼女与其发生性关
系，情节严重，涉嫌刑事犯罪。

另外 ,大祥区人民政府党组
成员、副区长胡思茂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邵东县宋家塘管理区管委会主
任李惠安（副处级）涉嫌交通肇
事逃逸犯罪， 经市纪委立案调
查，现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禹爱民 黎铁梅

【判决结果】
5月21日， 资兴市人民法院审理

了一起敲诈勒索案， 文志刚等5名被
告人因被超车一时动怒而付出了沉
重代价，他们分别被判处拘役4个月，
缓刑6个月，并各处罚金人民币5000
元。

【案情回放】
2015年2月8日， 黄某驾驶面包

车载着庆某行驶在资兴市资五公路
上，在超越文志刚驾驶的白色本田越
野车时，致使文志刚紧急刹车 ，文登
科、文诗雄、方远锋、谢东彬等同车被
告人都很气愤。 文志刚立即驾车追
赶， 很快追到了黄某所驾驶的面包
车。5名被告下车后与黄某、 庆某理
论，因言语不和，文诗雄、谢东彬用拳
头将黄某打伤。殴打过程中 ，文志刚

等人发现对方系酒后驾车，便声称要
打电话报交警处理。黄某闻言便提出
愿意拿人民币5000元钱 “私了”，文
志刚等人才同意不报警。 拿到钱后，
文志刚等人离开了 。 黄某当即拨打
110报警电话。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法官朱建新说，文志

刚等5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威胁的手段强行索要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
罪。鉴于他们退赔了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且均取得了被害人谅解，依法可
从轻处罚，遂作出如上判决。

【温馨提示】
随着私家车增多，因驾车引发的

情绪冲突也越来越多。本案中，5名被
告人因被他人超车而动怒，并进而敲
诈勒索对方，触犯了法律 ，害人终害
己。与此同时 ，受害人酒后驾车也是
极其危险的行为，应引以为戒。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左丹）
日前， 中南大学一名研究生从学校
图书馆坠楼身亡。5月23日晚， 校方
发声明祈祷逝者安息， 并称已启动
调查程序， 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依
法进行深入调查， 调查结果将及时
向社会公开。

据了解， 坠楼身亡者系中南大
学机电工程学院研三学生姜某。对
此，5月23日晚， 中南大学新闻网发
布了一份《中南大学就一学生不幸
身亡的说明》，说明表示，对于该生
的猝然离去， 全校师长同学深感惊
愕与痛惜， 学校和有关部门高度重
视，对该生亲属表示深切的安慰，并
真诚祈祷逝者安息。

说明称， 目前学校已启动调查程
序， 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深
入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敬请网友和媒体不要散布未经核实的
片面信息， 以免给全校师生带来不必
要的心理压力， 确保学校正常平稳的
教学秩序。 任何个人和单位如散布未
经核实的不实信息， 引起的后果自行
承担。

保家卫国“兄弟兵”
———抗战老兵吴耀仁、吴跃义衡阳保卫战亲历记 “好红爹”

专营婚恋事业

邓达 图/张杨

邵阳市查处4名处级干部

■《英雄爷爷，我们接你“回家”》后续

“父亲是抗日英雄，很了不起”
———丁志远后人回忆其生前身后事

5月23日， 醴陵市的入党积极分子在市人民检察院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
地参观学习。 近日， 该市组织140名入党积极分子开展理论培训， 并通过走
访慰问困难群众和参观学习等活动， 提高他们对党的认识和了解， 坚定理想
信念。 何勇 摄

中南大学一研究生坠亡
校方表示已启动调查程序

以案说法
主持人：何淼玲
邮箱：1057831086@qq.com

被酒驾者超车
“路怒族”敲诈勒索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