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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晚， 长康监狱二
监区一级警长、 内科副主任医
师李国庆走出手术室， 疲惫地
脱下手术服和警服。

从事临床一线工作近 20
年，他的两鬓已经斑白。 “老李”
的称呼，由此而来。

“父亲当年给我取名国庆 ，
是在庆祝我出生之余， 希望我
像新中国一样茁壮成长， 长大
学有所成，能报效祖国、振兴中
华。 现在，我没有辜负父辈的嘱
托， 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与人民医师， 有机会为早日实
现中国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 ”李国庆自豪地说。

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 李国庆请命去抗疫一线，3次
参与封闭执勤工作，合计隔离封闭
105余天，累计收治病犯 45名，参
与大抢救 8次，中抢救 20次，在封
闭执勤区与同事一起战斗。

深夜上手术台 ， 是李国庆
的工作常态。 今年 3 月，监区内
一名罪犯凌晨 1 时突发呼吸心
跳骤停， 李国庆立刻赶到病床
前与值班医生积极进行抢救 ，

通过心电监护、电除颤、心脏按
压，补液、输氧等抢救措施，3 个
小时后终于将患者从死神手中
夺了回来。

“凌晨 4 点回到值班室时，

鞋子都快脱不掉了。 ”李国庆回
忆， 当时他满身的汗水顺着身
体流到鞋中，皮肤、袜子和鞋子
紧紧地黏在了一起。

李国庆还兼任胃肠镜检查
工作。 疫情封闭期间，他日均要
做 10 余台胃肠镜检查。 今年 6
月， 四监区一名病犯消化道大
出血 ，呕血 1000 余毫升 ，生命
垂危，需紧急胃肠镜检查。

接到通知 ， 李国庆马上赶
到胃肠镜室， 发现患者胃内积
聚大量血液，必须马上清除。 他
当即清理积血， 很快找到了胃
粘膜上的出血点。

这时， 手术室通知立刻手
术。 他思考片刻，表示通过胃镜
可以明确看到出血点， 可以尝
试镜下套扎止血， 免去患者腹
腔开刀的风险与痛苦。

最终， 李国庆通过胃镜套
扎，牢牢止住了出血。 将转危为
安的患者转运回病房后， 李国
庆的双手已累得无法抬起。

像长康监狱许多老同志一

样，李国庆不善于言语，默默谱
写着监狱警察医师不断奋进 、
自强不息的乐章。 面对疫情，他
无所畏惧，始终冲在最前面。 每
天查房 、开医嘱 、操作治疗 、病
历书写、病历质控等，工作一项
接着一项。 他时刻把监管医疗
安全放在首位， 成为高墙内默
默奉献的耕耘者、 疾病防控前
线的守护者。

“每一次诊断、 每一次治
疗，都是对意志的磨炼、对技艺
的考验，更是对初心的叩问、对
使命的检验。 ”李国庆说，身兼
人民警察与人民医师的光荣职
责，我们应该尊重生命，哪怕有
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们就要付
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

“今年的国庆节又要到了 ，
和往年一样， 我又要坚守在监
区内值班。 ”他说，“我们少休息
一点， 监狱的安全工作就更有
保障一些， 高墙电网外的人民
群众就能过好更加安静祥和的
国庆、中秋佳节。 ”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杨天朗 通讯员 袁庆

张国庆，出生于 1969 年 10
月 1 日，1987 年加入公安队伍，
2006 年进入衡阳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驾驶人管理所。 十几年里，
他历经了衡阳市的驾考从人工
化走向智能化， 见证着国家的
蓬勃发展。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 20
周年的重要时刻。 当时，正值举
国同庆，又逢我的出生，可谓双
喜临门， 父母便给我起名就叫
国庆。 ”9 月 30 日，回忆自己名
字的由来， 张国庆笑着对记者
说。

时光荏苒 ， 张国庆依旧记
得刚刚加入公安队伍时的那份
激动，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以
前驾考条件差， 夏天车里没空
调， 整场考试结束全身都湿透
了。 当学员顺利通过考试，握着
他的手对他说“谢谢考官”的时
候，他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暖流。
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 张国庆
见证着无数驾驶人开始了他们
的驾驶生涯。

驾考除了要考察学员安全
驾驶行为、文明驾驶意识，还要
在考试中保证学员的安全 。 在
一次科目三的驾考中， 左拐弯
的时候， 正确操作应该减速观
察，但是学员操作失误，踩了油
门。 张国庆反应速度快，急忙踩

下刹车， 才避免了和另一台正
在超车的小车撞上。

考试结束后， 张国庆先安

慰了情绪紧张的学员， 然后就
安全驾驶意识， 给超车的驾驶
人进行了安全教育。

“考试员的责任不仅仅是
为道路安全筛选合格的驾驶
人， 还要为学员的安全保驾护
航。 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十几
年，感觉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
在生活中， 我也会对家人朋友
进行驾驶安全知识的普及。 ”提
及在驾驶人管理所工作的经
历，张国庆对记者说。

一次考试过后 ， 张国庆发
现有位考生迟迟未离开考场 ，
神情落寞。 聊天后得知，这位考
生叫孙运平 ，b2 驾驶证科目二
的考试已经第 5 次挂科了 ，再
考就要重新报名交学费。

“考官，考试费是我在广东
打工存的，钱花完了，考试也没
过。 ”说到考试费，考生竟然哭
了起来。

张国庆心头一酸 ，想帮帮
他 。 他联系考生报考的驾校 ，
说明了考生的情况 ， 请求驾
校减免这位考生的二次报名
费 。

南下务工攒钱学驾照 ，钱
不够了再打工攒钱， 孙运平的
执着打动了张国庆。 为了让孙
运平尽快通过考试， 在工作间
隙， 张国庆有空就去驾校指导
他练车。 就这样，孙运平的车技
提高很快。

“张警官 ，谢谢您 ，我有了
驾照就能开客车 ， 家里的收
入也会改善 。 ”小小的一本驾
照 ， 承载着孙运平对生活的

期盼 。
十几年前 ， 汽车的数量没

有现在这么多， 考驾照的人数
也少。 现在学驾照的人数增加
了，许多家庭有了小车。 每年的
高考季， 许多学生出了学校进
驾校，揣着驾照上大学。

张国庆介绍， 随着时代的
发展，驾考也在逐步改进，科目
一提高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和
文明驾驶常识题在考试中所占
的比例， 更系统全面考核考生
的安全文明驾驶意识。 科目一
考试合格后， 考生可以预约其
他科目考试， 大大方便了想拿驾
照的上班族。新驾考有了视频监控
等考试监管设备，通过考试监管系
统， 能严格落实考试随机分配、做
到考试成绩实时上传，确保考试过
程规范透明。

“以前都是考试员肉眼监
控，没有违规就算过，难免会有
忽略的地方。 现在全电脑监控，
考试全透明， 杜绝了浑水摸鱼
的现象。 虽然学员们说驾考越
来越难， 但对于道路交通安全
来说， 只有合格的驾驶员才能
开车上路 ， 道路安全才有保
障。 ”张国庆说。

从交警监考到如今的全方
位电脑监控， 从学员排队等考
试到如今的自主预约……在平
凡的岗位上， 张国庆十几年如
一日，用认真和细心，书写着人
生，见证着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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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庆：这个国庆，我在高墙内守护健康

张国庆：历经驾考变迁，见证国家发展

李国庆。

编者按：
今天是国庆节，是全国人民欢庆祖国母亲生日的特殊日子，同时也是一群“国庆”的好日子。 他们或出生于 10 月 1 日，或是父母将美好祝愿赋予他们的姓名中，“国庆”

这个充满深情的名字，既寄托着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湖南政法战线上，也有一群名叫“国庆”的人，本报记者联系上了其中的两位，请他们细
数自己和国庆节的渊源，谈谈工作中的苦与乐。

工作中的张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