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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勇 周小雷
通讯员 苏木亚

苍松含泪，翠柏哀哭。5月11日上
午，长沙阳明山殡仪馆沉浸在一片悲
痛之中，武警湖南省总队直属支队朱
玲烈士追思会在这里举行。 近200名
烈士的亲人、战友，有的长泣、有的痛
哭，无尽的泪水表达出对逝者深切哀
思 ，泪光里 ，记者仿佛看见了朱玲留
给战友 、亲人的灿烂笑容 ，触摸到了
她立足本职爱岗奉献，矢志警营忠诚
无悔的坚强信念。

生生生死关头
她用生命保护油罐车
4月26日， 朱玲奉命带领支队驾

驶员王佳泉和油料保管员邓少埠，前
往衡阳油库拖运战备用油。

王佳泉回忆，当天下午6时23分，
当拖着10吨燃油的油罐车由南往北
行驶至京港澳高速公路1519公里处
时 ，突然听到车辆发出异响 ，他立刻
打开警示灯 ，并紧握方向盘 ，密切注
视前方。

紧接着，车辆变速箱爆裂并冒出
火光和浓烟， 离合器和刹车失效，车
身开始剧烈颠簸摇摆，随时有失控翻
车的可能。

此时京港澳高速车流量大，处置
稍有不当， 就有可能引发车辆追尾，
油罐车爆炸 ，造成车毁人亡 、京港澳
高速运输中断等严重后果。

“别慌 ！靠边停车检查 ！”坐在靠
右车窗的朱玲当即对王佳泉说。她一
边叮嘱王佳泉牢牢掌控方向盘，紧急
向右侧应急道变道停靠，一边解开安
全带，从右车窗探出上半身不停地挥
手警示后方车辆紧急避让，邓少埠则
帮着王佳泉拉手刹。

在油罐车向应急道靠近的瞬间，
车身猛然向上顶起，紧接着整个传动
轴变形并坠地 ， 车身随之大幅度起
落 ，左右剧烈摇摆 ，巨大的惯性将朱
玲从驾驶室车窗甩出。

示警及时 ，处理得当 ，使得其他
行进车辆避让有序，没有造成车辆相
撞 、道路堵塞等交通事故 ，油罐车继
续向前滑行200米后在应急车道停了
下来。

王 、 邓二人迅速跑回到朱玲身
边 ，发现她已经昏迷 ，他俩试图唤醒

她，而朱玲却再没能醒过来。她被120
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生发现
她颅脑重度损伤、 蛛网膜下腔出血。
虽经全力救治， 朱玲还是在4月30日3
时15分离开了人世， 献出了年仅30岁
的宝贵生命。

爱爱爱岗敬业
油料战线一标兵

朱玲1982年10月出生在湖南常
宁一个农民家庭 ，2005年7月以优异
成绩从武警后勤学院毕业，分配到省
武警总队直属支队，从此将一生中最
美好 、最绚丽的年华 ，无私奉献给了
支队油料工作 。在支队机关 ，同事们
提到她的工作表现和业绩时，没有一
个不对她赞不绝口。机关每次检查干
部理论学习笔记，她的笔记本字迹娟
秀 ，内容丰富 ，经常被当作 “样板笔
记”展示。

“朱玲是一个才女 ，不管上级交
办的事项有多么繁杂、 多么仓促，不
管领导什么时候要后勤工作的材料
或数据，她从来不敷衍，从来不推脱，
经常加班加点，总能在第一时间高质
量办妥。” 支队油料股股长陈毅才告
诉记者 ， 作为机动支队的油料助理
员，面对车辆数量多、特种装备多、油
料需求多的情况，朱玲心里总有着一
本明细账，部队首长每次问及油料数
量和消耗情况， 她都能精确回应、对

答如流。掌管油料工作7年来，没有出
过一次差错 ，没有漏过一笔账 ，去年
11月还被评为“省武警总队油料管理
先进个人”。

“朱玲对待工作特别认真 ，一丝
不苟。”支队油料管理员邓少埠说，一
次 ， 支队加油机皮带出现一条小裂
缝 ，其他人都没能及时发现 ，而朱玲
在检查中及时发现了，她对身边的战
友说 ，油料工作责任重大 ，容不得半
点马虎，她硬是在更换了皮带确认加
油机安全的情况下才放心地离开。

“岳岳今天晚上发高烧 ，你明天
可以不去押运油料吗？”今年4月25日
深夜 ，1岁多的儿子小岳岳突发高烧
不止，丈夫柏贞柱试探性地问朱玲是
否可以留下来照顾儿子。“我不去，谁
去？” 朱玲坚定地对丈夫说，“这是我
的工作啊！”

最最最美回忆
是她灿烂的笑容

“朱玲从小就是一个聪明懂事的
乖孩子。” 朱玲母亲王成梅含泪对记
者说。

朱玲高二那年，父亲遭遇车祸去
世， 她毅然充当起家庭的顶梁柱，用
稚嫩的肩膀挑起了照顾弟妹的重担。
2000年12月，她带着青春梦想和报国
热情来到了部队， 凭着乐观坚强、吃
苦耐劳的精神 ，从战士到学员 ，从学

员到干部，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步
一个脚印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2010年8月，朱玲幸福地成为了一
位母亲 ，幼子岳岳乖巧可爱 ，每当和
孩子在一起时，她都希望时间能长一
些 ，可是因为工作需要 ，每次她都是
义无反顾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丈夫柏贞柱至今记得妻子对他
的鼓励：对事业忠诚，对家庭负责。朱
玲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的。 当年，因
为工作需要，产假还没休完她就回到
了工作岗位。 柏贞柱没有责怪妻子，
他知道妻子把工作看得特别重。

“朱玲开朗热情，乐于助人，她的
笑容总能感染身边每一个人。” 支队
警务装备股参谋赵昕，回忆起跟朱玲
在一起的日子就泣不成声， 赵昕2003
年到支队 ， 跟朱玲一直是要好的姐
妹。“2008年的一次演习让我印象最深
刻。”赵昕回忆说，当时她们后勤部门
负责演习的文字工作，晚上一般加班
到凌晨2至3时左右，当时很多男同事
电脑打字慢，熟悉电脑的朱玲就主动
帮男同事打字， 一天晚上实在太困，
在打字的过程中朱玲就睡着了，但她
打字的手指却一直在做着打字的动
作。

“她很有爱心。”战友田景娟说，朱
玲特别喜欢孩子，经常带着一群孩子
在支队的家属大院玩得很“疯”。

“朱玲活泼开朗，是个爱工作、爱生
活的人。” 支队队长唐志友这样评价。

本报记者 熊远帆

“五一” 小长假的第二天， 湖
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的杨代习老师
没有休息。 他和几个聋哑人学生正
在自己创办的聋人艺术创作基地忙
碌地准备着即将于5月18日推出的
“湖南青年聋人优秀作品展”。 在无
声的世界进行艺术创作的人们是怎
样的状态？ 记者对这个聋人创作基
地进行了探访。

老师： 他们对于世界
有自己独特的认知

20年前， 还在读书的杨代习在
做家教时结识了还不满10岁的聋生
肖晟。 对肖晟的教学中， 让杨代习
有了特殊的感触。

“聋哑孩子学画面临的最大问
题是交流的困难， 他们对一些抽象
的词汇可能没法理解 。” 为此杨代
习还逼着自己学起了手语。 可是杨
代习也发现了他们的优点： “因为
听不见， 他们的世界特别安静， 能
够不受外界干扰 ， 精力高度集中 。
这样让他们的模仿能力特别强， 很
多东西一两遍就学会了。”

于是 ， 从那时起以后的20年 ，
杨代习一直没有中断对聋生的培
养。 他成立了一个聋人艺术创作基
地， 对聋生从小学到初中至高中的
各个阶段进行培训 ， 在他的辅导
下， 先后有包括肖晟在内的60多名
聋生考上了大学。

“其实， 他们对于世界有自己
独特的认知， 这些东西反映在画中
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 杨代习指
着一幅画着3个长沙窑瓶子的作品
告诉记者 , “通过这幅画的光影着
色， 能够体味出一个拟人化的温馨
家庭感。 这幅画也参加了湖南省青
年画展。”

聋生： 画画能让我保
有童心

肖晟， 20年前这位跟着杨代习

学习的聋哑孩子， 如今也已成为了
杨代习聋人艺术创作基地的老师 。
现在边进行创作， 边教新来的学弟
学妹。

通过手语翻译 ， 肖晟告诉记
者 ： “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 经常
拿着笔就到家里的墙上画画 。” 和
杨老师结识后 ， 感觉得杨老师对
他们的教导细致入微 ， 沟通也很
顺畅。

肖晟说自己最喜欢大雕塑家罗
丹和画家毕加索， 而且很想去法国
留学。 当记者问： “要不要一辈子
画下去 ？” 肖晟马上点了头 ： “是
的， 画画能让别人了解我们聋人的
心理， 而且能让我保有童心。”

李臣重， 今年25岁， 在杨代习
的指导下， 考上了长春大学， 毕业
后同样回到聋人艺术创作基地。 现
在成为基地最具潜力的画者， 前不
久的一幅画被人以几万元的价格买
走。

家长： 让孩子像正常
人一样工作生活

李美云的儿子任青也是名聋
生。 “聋人的工作很难安排， 因为
他们自身的障碍和这个快节奏的社
会格格不入 ， 很难适应 。 ” 所以 ，
为了教给孩子谋生的手段， 李美云
想到了画画。

为了给孩子找个辅导老师， 李
美云当时是花了一番大力气。 因为
是聋生， 好多画室都拒绝了， 最终
找到了杨代习 。 就在2006年暑假 ，
杨代习收下任青后， 和任青相识的
另外7名聋生也闻讯找来 ， 希望能
得到杨老师的辅导 。 面对这些聋
生 ， 杨代习都接受下来 。 2009年4
月， 这8名聋生参加全国美术高考，
全部考上了大学。

李美云这次听说聋生们要开画
展， 也义务来帮忙。 “希望能发挥
他们的长处， 使他们的作品能够被
社会接受， 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才
华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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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山花烂烂烂漫漫漫时
———追记武警湖南省总队直属支队朱玲烈士

世界寂静无声，
他们色彩斑斓

� � � � （上接1版）
梅克保指出， 中央近年来高度

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力度不断加大，
机制不断创新，督查考核不断加强。
督查组此次来湘督查指导， 对湖南
的扶贫开发工作是巨大的促进和有
力的鞭策。 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

策部署， 在扶贫开发和督查方面进
一步抓紧抓实； 要按照督查组的要
求，积极做好协调配合，加强保障和
服务，及时反馈相关情况。湖南将以
此次督查为契机， 抓好问题的整改
落实和规划的组织实施， 不断改进
工作，转变方式，创新机制 ，全面提
升全省扶贫开发工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