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9月17日，衡阳市珠晖区
检察院家属区，一岁多的外
孙女在给邓国庆老人喂葡
萄吃，其乐融融。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我老了，但共和国永远年轻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廖慧文

� � � �“我们这代人，很多人都叫‘国庆’。但我
比较凑巧，与新中国‘同年同月同日生’。”9月
17日，衡阳市珠晖区检察院的家属院里，年届
古稀的邓国庆老人言笑晏晏。

生在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下， 邓国庆的成长
历程中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初中毕业后进入
工厂，35岁调入法院，44岁进入检察院，50岁成为
四级高级检察官。一直以来，他为自己名叫“国庆”
而感到骄傲，而耕耘在政法系统，见证祖国法治建
设之路，让他在回顾一生道路时更感荣耀。

人生中的第一件礼物：取名“国庆”

1949年10月1日，邓国庆出生在长沙市丝
茅冲。在邓国庆3岁时，父亲调往衡阳市铁路
材料厂，于是他们全家回到了衡阳老家。

“我父亲对战乱的记忆是很深刻和痛苦
的。我出生了，又正好是国庆日，他很高兴，所
以给我起名叫国庆。” 名字是父母给孩子的
第一件礼物，父亲给邓国庆起的名字，寄托了
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

邓国庆是长子，下面还有几个弟妹，父亲分
别给他们起名为“国林”“国云”“国安”，意思是希
望国家太平安宁，孩子们能健康成长。

衡阳火车站的高音喇叭

建国初期，国家还很贫困。邓国庆父亲的
薪水不够养活一家老小。初中毕业后，邓国庆
进入工厂工作，经济自立。在工作之余，他还
去读了夜间技校。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国家恢复公检法系统不

久，亟须人力。1984年，正在无线电厂保卫科上班
的邓国庆被调入法院，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

学法理、背法条、进行考试，一年后，邓国
庆拿到了法学大专文凭。

当时，法院办公条件简陋，邓国庆回忆：
“我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经常几个人用一
张办公桌。”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
流动人口越来越多， 火车站成为了社会治安管理
的痛点。

邓国庆回忆：“车上的旅客开着窗， 包放在
桌上，就可能没了。扒窃、‘黄牛党’炒票，更是屡
见不鲜。人们都说‘火车好坐，衡阳难过’。”

1992年，江东区（现珠晖区）政法委成立
了综合治理办公室，下决心整治火车站秩序。
邓国庆被抽调了过去。

他们的工作内容费力又繁杂。“盯梢” 不法
分子，实施抓捕；帮助遇到困难的旅客回家；提醒
旅客注意人身财产安全……邓国庆说，最“怕”
的是春运。车站人流量大得“没地方下脚”。于是，
他们研究旅客行走路线， 设置栏杆规范排队秩
序。没有电子扩音器，他们就用铁皮筒充当喇叭，
轮流高声引导旅客。几个小时下来，声嘶力竭。

在大家的努力下， 衡阳火车站的乱象得
以扭转。 衡阳综合治理办公室卓有成效的工
作被全省表彰， 邓国庆也连续两年被评为优
秀春运工作者。

做好检察工作，窍门就是细心
和正气

1994年，邓国庆调入江东区（现珠晖区）

检察院工矿监察室，从事检察官工作，经办
的大多是经济、职务类案件。做好检察工作，
在邓国庆看来，窍门不过两个词：细心和正
气。

上世纪90年代，银行还没有电子系统。为
了追查一笔赃款的原始记录， 邓国庆与同事
在银行的资料库房里翻查了一个星期。 入眼
都是密密麻麻的数字， 他们只能耐住性子去
一一比对。

为了一桩售卖走私药品案件的取证，他
把医院垃圾桶里翻到的碎纸片一点点拼贴复
原，发现了药贩子和医生、药房的交易记录，
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

追查售卖流入市场的有毒过期粮食，他
奔赴广西办案，10余天的走访，摸清了销售链
条，追回并销毁了已分散销售的粮食。

他还曾驻看守所，监督公安办案，杜绝刑
讯逼供，纠察程序漏洞。这是个“得罪人”的活
儿，他不怕：“搬出领导‘打招呼’，没用！人不
是法。要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公检法的形象，
就要按程序、按法律办事。”

2006年，邓国庆退休了。街坊们知道他是
位老检察官， 需要调解纠纷和写诉状时总来
找他。他特乐意：“现在大家遇到问题，都想着
用法律的方式去维护自身权益。 这是社会的
进步。”

他仍然密切关注着国家法治建设。面
对记者， 他掰着手指细数———办案责任终
身制、切实解决法院执行难、员额法官检察
官……“了不起！我们国家法治建设越来越
好了！”

他说，70岁，我老了，但共和国永远年轻。

人物档案
姓名：邓国庆
居住地：衡阳市
出生日期：1949年10月1日
从事职业：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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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月11日， 辰溪县
长坡双龙溪生态养殖合
作社， 刘国庆老人在指
导养殖户通过观察进食
来判断牛的身体状况。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与新中国密不可分的不只是名字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王为薇

9月中旬的一天，听闻记者来访，刘国庆
的家里热闹了起来。辰溪县畜牧水产局的老
领导来了， 县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以下
简称“县老科协”)的同事来了，上世纪90年
代收的徒弟来了……他们都想给记者说说，
“刘老师” 不仅生日和名字与新中国成立有
着不解之缘，他半个世纪扎根基层兴畜牧的
故事，更与新中国的成长密不可分。

“能帮农户把猪病治好，也不错”

“国庆啊，家里最后一头猪也死了，你自
己就是兽医站的， 为什么也医不好猪病啊。”
19岁那年，刘国庆家4头猪相继病死。面对母
亲近乎绝望的追问， 在兽医站当学徒的刘国
庆第一次感到，农村畜牧兽医技术的匮乏，足
可让一个家庭陷入绝境。

刘国庆最初的志向很朴素： 能帮农户把
猪病治好，也不错。

就这样， 刘国庆乘着国家加大畜牧兽医
技术推广服务力度的东风入了行。

在刘国庆的老领导郑芝杰眼里， 学以致
用是刘国庆不断奋进的初心， 而服从组织安
排、扎根基层则是他始终坚持的原则。

“刘国庆，区兽医站缺人，你去吧。”从安江农
校毕业，接到组织安排，刘国庆说：“我去。”

“刘国庆，黄溪口镇畜牧兽医站的技术提
升， 非你不可。”1981年好不容易调到辰溪县
畜牧水产局， 又被安排到坐船10个小时才到
的小镇，刘国庆说：“我去。”

上班研究，下班开药，刘国庆在基层畜牧
战线的工作状态深深刻在了每一位老同事的
脑海里。“在那个畜牧结构倾向于单一养猪的
年代，3年时间， 刘国庆和同事就制造了1000
万头份生猪疫苗。”郑芝杰说。

不知不觉间， 乡亲们给刘国庆取的名
字———“刘老师”， 在辰溪县的田间地头流传
开了。

“我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改革开放后，辰溪县养牛、羊、马等牲畜的
农户越来越多，各色家畜疫病也随之而来。

1986年4月21日起，辰溪县谭家场乡56头
耕牛先后发病，其中5头死亡。

通过检测，刘国庆发现，岩渣子土PH值
低，直接影响青草对镁的吸收，而冬季耕牛血
镁降低，到了春上，耕牛采食了低镁青草，更
加阻碍了镁的吸收， 从而导致低镁血症的发
生。通过以补镁为主的治疗方案，50余头耕牛
得以治愈。

刘国庆发现并治愈牛低镁血症的消息很快
传到了省会长沙和首都北京，“湖南农业大学和
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都来信祝贺， 这一病种也
被编入农业类百科全书， 我干了一件轰动全国
的大事，挺有成就感。”

刘国庆与牛有缘。1986年，听闻省农业厅
正在谋划全省人工培植牛黄项目的定点单
位，刘国庆跑去“立了个军令状”。

时至今日， 刘国庆依然清晰地记得省农
业厅负责人的“三连问”———

“谁来做手术？”“我来！”
“谁来培养菌种？”“我来！”
“你有什么基础？”“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高

级化验技术培训班毕业的!”
就在省农业厅到辰溪县考察前一天，刘

国庆独自钻进山里，用石头当牛，用裤子当牛
皮，绑定、备皮、消毒、麻醉、实施手术、缝合，
一套步骤下来，7分钟整。第二天，刘国庆的演
示手术刚做完， 省农业厅负责人立即打电话

通知厅办， 全省人工培植牛黄现场会定在辰
溪县召开。

最令刘国庆开心的是， 人工牛黄培植技
术推广使农民的钱袋子鼓了。“1987年， 人工
牛黄收购价为15万元/公斤，按每头牛最高培
植40克算，仅一头牛，农户就可增收6000元。”
刘国庆说。

“我至少还可以干5年”

2009年，刘国庆从辰溪县畜牧水产局退
休后，很快便加入县老科协。刘国庆心想，畜
牧养殖正从传统的散养朝着集约化经营转
型，自己定有用武之地。此后的10年，他的
工作与“义务”“扶贫”等关键词紧密联系了
起来。

2018年5月，长坡双龙溪生态养殖合作社
的方代有等8名养殖户的50头牛突发疾病，

“刘老师，买牛的30万元钱都是大伙东拼西凑
借的呀，这些牛不能出事啊。”

修溪镇贫困户小谭， 家里的生计全靠马
匹驮料挣钱，马一生病，小谭哭着给刘国庆打
来电话：“刘老师，我的马不能死啊，否则我娃
娃书都读不起了。”

接到这样的电话，刘国庆都是二话不说，
“去!”

经县老科协统计，2018年， 刘国庆下乡
天数182天，一共走了12个乡镇，60多个村，
服务农户300多户， 为农户挽回经济损失
200余万元。

从业52年， 刘国庆估算过诊治家畜的数
量，“治了1万余头牛、1万余只羊、3万余头猪、
300余匹马。” 他翻开一张照片直乐呵：“做兽
医得能蹿能跳，你看我还能跳上牛栏，我想我
至少还可以干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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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每一个炎黄子
孙的心里都是神圣的字眼 ；
“祖国”，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
心中都是一声亲切的呼唤。

有这样一群人， 与新中
国同日生，与新中国共成长。
他们的名字，都叫“国庆”。他
们对新中国的热爱和依恋 ，

在与新中国同呼吸、 共命运
中不断生发，不断升华。

时光飞逝， 湘江奔涌。时
间或许会冲淡记忆， 但他们
对新中国的深情，如酒，越酿
越浓！

三位“国庆”老人一致约
定，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
庆的日子里，相约韶山，和共
和国一起庆祝生日。

托“国庆”的福，
一生很顺

� � � 9月10日，安化县奎溪镇奎溪坪完小，龚国庆老人与孩子
们在一起开心交谈。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1970年冬天，正在白茅溪
水库参加水利劳动的农民龚国
庆接到通知， 让他第二天到县
人民医院体检，准备去当老师。
他当时一夜未眠，“那个兴奋
劲，哪里还睡得着！”

龚国庆觉得自己的生活
很顺，正是“国庆”这两个字带
来的福。 比如9岁念小学三年
级时， 遇上最严重的自然灾
害， 村里大部分孩子放弃学
业，他却坚持下来，顺利升入
安化六中初中部；初中毕业后
参加修建湘黔铁路，因为有文
化，直接上任“连部办公室主
任”；后来，又被选中“吃国家
粮”当老师。

龚国庆被录取了， 分配到
奎溪镇最偏远的老屋溪学校。
一条60多里的两脚宽小路连
接起家与学校。 全校三个年级
15个学生，一间教室，就他一位
老师，“我既是所有课的任教老
师， 也是校领导， 我领导16个
人！”说起这段往事，龚国庆眼
睛笑成一条缝。

“龚国庆做事非常用心。”
奎溪镇退休教师彭贵云这样评
价龚国庆，“在白茅溪学校1年，
带人建了一个操场； 在角塘学
校， 带人建起一所两层的砖瓦
校舍；调入奎溪联校，为农民工
办泥工班、木工班、缝纫班，让
很多人学到了手艺……”

托“国庆”两个字的福，用心做事执教31年

2014年， 已退休12年、65
岁的龚国庆又有了一个大目
标： 他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提高
九年级以下学生的识字量！

龚国庆到书店看书， 找学
生聊天， 发现编排的四六字排
比句，读起来朗朗上口，能快速
记住。这成为他后来出版《千句
字经》课本的由来。

2016年3月， 龚国庆开始
动笔写初稿。9个月后，《千句字
经》写成。第二年7月，他自掏腰
包2.3万元， 找到出版社出版，
印数500本。

在安化县老科协、 教体局

和奎溪联校的支持下，《千句字
经》在奎溪坪完小试用，四五年
级两个班每周共安排4节课。龚
国庆再次走上讲台执教。“他一
直是一个勇于探索的人！”曾经
是龚国庆的学生， 如今是奎溪
坪完小科学老师的邹美和说，
龚老师的这本书， 让很多孩子
重拾学习信心。

“生活在这么好的时代，
我不愿意停歇！”龚国庆说，有
生之年他还有新的梦想要实
现。

说这话时，窗外的阳光，灿
烂如昔。

“生活在这么好的时代，我还有梦想要实现”

用心做事的龚国庆， 有过
很多梦想。 作家梦就是其中之
一。

“他酷爱看书！”比他小13
岁的夫人龚爱桃说。 龚国庆看
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
花》《红岩》，熟稔于心，然后在
夜深人静时动笔写小说。

龚国庆的书柜至今还保存
着很多手稿。《枪声激烈》 写的
是解放前夕渣滓溪锑矿工人起
义，《在瀑布喷出的地方》 写的
是地下工作者巧妙缴获了敌人
藏在水帘洞里的武器……龚国
庆甚至写过科幻作品。

2000年，他决定动手搞发

明。在查阅许多中医学资料后，
他造出了一款“滚筒式健身
机”，获得了国家专利，并做成
成品，还卖出了好多台。

事实上， 他的人生里还有
更“美”的梦。从上世纪80年代
开始， 他就注重为学生带来
“美”的教育，其中之一就是带
学生搞根雕。 从山里挖出来的
树根，经龚国庆的手一把玩，说
像什么还真像什么。

1999年奎溪坪完小50周
年校庆，龚国庆献上20多个根
雕作品作为贺礼。 这一下轰动
了奎溪镇， 根雕艺术正式纳入
学校素质教育课程。

写小说、搞发明、做根雕，人生“开挂”

他
们
仨
共
有
一
组
幸
福
密
码：

1949年10月1日晚，安化县
奎溪坪村龚家一个男婴呱呱落
地，文化不多的父母给这个孩子
取名国庆。70年间，他的身上发
生很多“幸运”之事，龚国庆认
定， 是党和政府给予他一切，更
是托了名字叫“国庆”的福！

今年9月10日， 教师节，安
化县奎溪镇奎溪坪完小，记者见
到已届古稀的龚国庆。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方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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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国庆
居住地：辰溪县
出生日期：1949年10月1日
从事职业：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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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查看新
湖 南 客 户 端 推 出 的
《他们仨共有一组幸福
密码 ： 19491001》 多
媒体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