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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叫“国庆”或“建国”的人，他们的名字或是因为出生在国
庆节那天，以示纪念；或是祝福祖国，家长表达对孩子的殷切希望和美好祝愿……不
管 “建国”还是“国庆”，都代表着骄傲与自豪，承载着时代印记和家国情怀。

2019年“十一”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名叫“建国”和“国庆”的
人们，经历过哪些时代风云？有着怎样的成长故事？今天他们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他们的名字：建国 国庆他们的名字：建国 国庆

我今年69岁。1983年至1985年间，我被
公司派到非洲参与援建毛里塔尼亚友谊港。
当时单位工资照发，还能在非洲挣外汇。记
得特别清楚，我两年时间挣了1万多美元，回
家途经北京，在免税店给家里购买了大大小
小共10件电器。

友谊港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市
南 15 公里的大西洋岸边，建好后可停靠万吨
轮船，1988 元旦正式开港。毛里塔尼亚位于
非洲西北部，非常炎热，最热时达 50 摄氏
度。我干的是吊装工。尽管我们去时工程已
接近尾声，但仍有 1000多人在施工。虽然条
件艰苦些，但我们的伙食非常好。当地只有
牛 羊 肉 ， 我 们 吃 的 蔬 菜 都 是 国 内 运 过 去
的，饮用水是从邻国塞内加尔通过管道引
进的。

1985年8月，我们干的工程结束了，承建
方付给我的工资是1万多美元。我们7个小伙伴
都高兴坏了。按照当时的汇率合4万多元人民
币。这在30多年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当时
做生意的万元户都很少见。

回家途经北京，1万多美元全部被我购买了
包括电视机、电冰箱、录音机、洗衣机等在内
的10件电器，国家免费给运回大连。当时我家
住47平方米的房子，满满当当全是电器，在左
邻右舍引起了轰动，亲戚邻居都到我家来参
观。我还多买了一台洗衣机给母亲送去，权当
孝敬父母。

“50后”“50后”

挣外汇
添置10大件

■ 苏国庆 辽宁大连中交一航局
三公司退休工人

不少朋友说我既不在 1949
年、又不是 10 月 1 日国庆节那
天出生，怎么也叫“建国”？
我没有问过父亲——对我一生
影响最大的人——个中缘故，
但揣摩着这其中一定饱含希望
儿子建设国家、过上幸福生活
的美好期待。

成 人 后 赶 上 了 改 革 开 放
和 恢 复 高 考 的 好 时 光 ， 我 顺
利 考 上 重 点 大 学 ， 完 成 了 本
科、硕士学业，顺利进入海关
工作。

中国海关历史专业研究生

的经历使我的专业理论得以付
诸工作实践，并逐步成长为守
护国门的基层领导。在这里，
我和同事们监管过进口红土镍
矿，见证了青拓集团建成了世

界上最大的镍矿冶炼和不锈钢
生产基地之一；按照国家产业
和关税政策实施减免税，助力
福清核电有限公司建成中国最
大的核电基地之一，首台“华

龙 一 号 ” 国 之 重 器 扬 名 海 内
外；推动 HS 编码税则归类调
研，使得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
制造企业福耀玻璃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在世界经济潮头不断做
强做大……

一路走来，我更加明白：
只有国家强大，才能挺直国人
的脊梁！是伟大祖国给了我们
幸福的生活，造就了我们大显
身手的舞台！千千万万个“建
国”是平凡的，但在平凡的岗
位上可以创造出建设国家、服
务人民的傲人业绩！

“60后”

平凡中不平凡
■ 孙建国 福州海关办公室主任

1968 年 10 月 1 日，我出
生在江西东北部一个偏僻的山
村。读过私塾在十里八乡算得
上文化人的父亲给我取了这个
名字。

上小学时，第一次到学校
报名，老师走到跟前上下打量
着我，问我：“为什么名叫国
庆？”我一时答不出所以然，
就灵机一动说：“是我父亲取
的。”回家后，我问爷爷为啥
取名“国庆”，爷爷笑着摸了
摸我的头说：“好好读书，等
你长大就明白了。”

后来听父亲说，我出生时
适逢国庆节，于是给我取名叫

“国庆”。
高中毕业后，我积极响

应 国 家 号 召 迈 入 军 旅 。 临
别，父亲拉着我的手说：“你
是革命老区的孩子，一定要
踏踏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
事。”我时刻谨记父亲的教
诲，认真工作，几年后被破
格调入机关任参谋，其后更在
处长、部长等一系列岗位上历
练成长。1996 年我转业到地
方工作。

“国庆”之名，响亮而幸
福。今年 10 月 1 日，欣逢新
中国 70 华诞，也是我 51 岁生
日。父辈为何给我取名“国
庆”，其实我心中早已有了
答案。

我为自己是祖国的一个小
细胞而光荣，为自己名叫“国
庆”而自豪，更为伟大祖国阔
步挺进新时代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而感到幸福！

徐 林整理

“60后”

响亮幸福
的名字

■ 黄国庆
福建省厦门市
海沧区政法委副书记

我是一名基层水务工作者。1979 年我出
生时，新中国已经成立 30周年，国家正处于
转折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工作重点
被放到经济建设上。当时父亲在大庆油田从
事配套工程建筑施工。他希望我将来和他一
样成为一名祖国的建设者，所以给我取名叫
建国。后来，鼠标和键盘成为了我的工具，
我拿起它们，像父亲一样建设祖国。

2003 年，我来到北京市水利自动化研究
所工作，至今已经 16 年。记得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开幕前夕，为了做好应急备用水源地
信息化建设和维护，我带领同事加班加点，
一熬就是几个通宵。想着我负责的数据资源
部肩负着奥运会水务数据保障的艰巨而又
光荣的任务，浑身充满了干劲。掉皮掉肉
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我带领部门全
体成员以顽强的拼搏精神赢得了这场保障
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兑现了我对祖国的庄
严承诺。

有人说，做水务信息化运行维护工作出
力不讨好，万无一失是正常，一出错便满盘
皆输。运维工作纷繁复杂，突发风险难以估
计，可阴天就是警情，雨声就是命令，面对
每一年汛期、每一次保障任务、每一次视频
会商、每一次部署调度，这项工作关系社
会、市民安全，这工作总要有人做，而我愿意
做。我要像父辈一样，将一生奉献给祖国。

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

用一生
建设祖国

“70后”

我出生于 1996 年 10 月 1
日，于是大名就叫“国庆”。

2014年9月，我和表弟都
考上大学，他携笔从戎走进西
藏。去年夏天，大学毕业的我
也入伍西藏。军车刚到新兵
营，新兵班长排队替我们拎行

李时，我突然发现一个熟悉面
孔——表弟，他正是我的新兵
班长！

转眼大半年过去了，我们
开始正常训练工作，班长还是
表弟。他每天早饭后领着全班
巡逻。晌午，我们蹲坐在朝阳

的路边，掏出挎包里的干粮，
就着军用水壶里的温白开，大
快朵颐。每次巡逻路过边界石
碑和铁丝网防护区时，我们都细
心检查是否出现不该有的标志或
文字传单，或者石碑是否又被人
挪动。待确认一切准确无异后，
我们才放心离开。

这些年，一代代边防军人
巡守边疆经过我们脚下的这片
土地，无论多苦累、多危险，
从没一丝怨言松懈。我们愿用
自己的青春和忠诚，戍边守
国，为祖国70华诞献礼！

朗格尼玛整理

我生于 2000 年 9 月，父母给
我起名“建国”，是希望我将来好
好建设国家。

听长辈们讲，我的曾祖辈曾
是佃农，在旧社会受到地主剥削
压迫，后来推着小车送煎饼、山
药蛋和布鞋棉鞋支援革命。祖辈
都是朴实平凡的农民，为新中国
的建设和发展默默耕耘，添砖加
瓦。其实，他们连斗大的字都不
识几个，却切身感受到在新中国
当家作主的幸福，因此常怀一颗
知恩感恩爱国爱党的心。

我的父亲生于上世纪70年代
末，曾在驻湘某部服役，参加过
1998年长江流域抗洪救灾，荣立
过个人三等功。我从小就受到他

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和教育：做事
井井有条、说话干净利落、做人
诚实守信、保持良好个人生活和
卫生习惯。母亲是一名教师，对
我的关怀无微不至。父母曾希望
我报考军校，但尊重我的选择。
去年高考，我考上了食品科学与
工程专业。我想把现代农业经营
管理经验学到手，将来毕业回家
乡有所作为。

如今经过一年的大学生涯历
练，我感到自己需要学习提高的
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我深深懂得
了尽管“天生我材必有用”，但只
有学好掌握了知识和技能，才能

“ 名 副 其 实 ” 地 建 设 国 家 。
黄自宏整理

青藏高原守边疆
■ 陈国庆 驻藏某部上等兵

“90后”

学好本领为家乡
■ 周建国 山东济南 大学生

“00后”

▼ 孙建国 ▼ 刘建国 ▼ 黄国庆 ▼ 陈国庆

■ 刘建国 北京市水利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

▲ 周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MING DU（杜明，男，1963年5月
7日出生，美国国籍，护照号：484743696）：原告郑艳红诉被告MING DU（杜明）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5民初307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公告 武氏梦仪（VO THI MONG NGHI）：本院受理的
原告窦向前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冀
0983 民初 63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准予原告窦向前与被告武氏梦仪（VO
THI MONG NGHI）离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公告 Miss TOUM KEOMAHAVONG：本院受理原告年
兴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冀0921民初40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C传媒有限公司（C Media Limited）：本院受理
申请人金翼互联网投资有限公司（ARM Internet Investment I Limited）与被申请
人宋雪松、C 传媒有限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民事判决一案

［案号：（2017）京04认港1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京04认港1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作出的 HCA791/
2016号命令及HCA791/2016号判决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诺克海事与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2017）京73行初字第8686号原告诺文科风机北京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
识产权局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参加
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答辩状、被告证据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 2020年 5月 11日上午 10点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曾淋娘、关淑梅、关瑞宝、关春荣、关国强、关淑芳、
关国栋、关国善、关佩云：本院受理原告关国柱诉你们的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1月6日9时在本院奥
运村法庭涉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皓（CHENG HAO）：本院受理
原告郭清、郭凤骥与被告程皓（CHENG HAO）第三人北京红石建外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交的
证据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1月17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三层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万豪移民顾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73行初
2761号原告马里奥特环球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
万豪移民顾问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
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答辩状、被告证据以及开庭传票。上述
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达吉雅娜（ДУ Татьяна）：本院受理
原告杜荷、徐军、张侨诉被告杜霞、杜·达吉雅娜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京0102民初227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
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斯皮度控股公司：本院受理的（2017）京73行初5676号
原告深圳市好家庭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斯皮度控股公
司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证据、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利峰：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东方海航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东方海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分公司诉北京途歌科技有限公司、
王利峰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解除北
京东方海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分公司与北京途歌科技有限司签订的《北京
市汽车租赁合同》；2.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租金 929580 元、停车费 112820 元，共
10424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以1042400元为基数，支
付自2019年2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为答辩
期，你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在举证期限内不
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开庭，地点东2-19法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108 民初 2901 号 PARK SUNGMIN

（中文名：朴圣珉）：本院受理原告文雯与被告 PARK SUNGMIN（中文名：朴圣
珉）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8民初290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文雯与PARK SUNGMIN（中文名：朴圣珉）离婚。案件
受理费 150元，由原告文雯负担，已交纳，公告费 2100元，由原告文雯负担，已交
纳。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俊山（FUJIWARA RYU）：本院受理原告孙红月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6民初

36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北京北国江南国际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司铎：本
院受理原告樊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亚运村法庭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闵淑（英文名：LEE MINSUK）：本院受理原告龚
雁斌与被告北京科仪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李闵淑（英文名：LEE MIN-
SUK）、梁宏海、金容完（英文名：KIM YONGWAN）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2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
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粤0106民初2240号 吴国华：本院
受理的屈志容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项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料。
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与原告离婚；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 2019年 12月 25日 10时 15分在本院第十
八法庭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皓：本院受理王璐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吉0211民初94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车红梅：本院受理原告金贞姬、崔艺娜与被告车红
梅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吉2426民初34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之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视为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玉女：蒋林允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日内，并定于 2020年 3
月2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家事法庭

（吉林大街101号，世纪广场对面，科技馆旁）审理此案。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更正公告 庾哲龙：本院受理原告刘玉先诉被告庾哲龙

（2019）吉2426民初980号离婚纠纷一案，开庭时间更正为2019年12月16日上午
8时30分在本院审判二庭进行审理，逾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湘儒：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与被告刘丽昕、李湘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鄂01民初4392号、(2018)鄂01民初43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公 告

根据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2016年12月16日发布的《北京市

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南中轴路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征

收的决定》，东城区人民政府对征收范围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

收。由于东政字（2018）第38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征收补偿

决定》送达时间已超过6个月，至今未履行，现需对被征收人进行催

告。因征收范围内坐落于东市场四巷4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张树仁

已故，相关继承人至今无法联系，现对上述房屋的催告书进行公告

送达，请该被征收房屋的相关继承人持有效继承证明文件来我单位

办理领取文书事宜。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张启东 祖玉洁

地址：东城区新中街19号

电话：010-64047711-6528/6530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9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