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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乔伊蕾 王曦
实习记者 于振宇
实习生 朱涛 整理

“他的帮助从来不分亲疏”
长沙市雨花区东山街道干部

彭亚欧

今年2月，刚到街道工作的我和
李杨一起对辖区旅馆进行治安、消
防检查。

走进一家名叫“熙春源”的旅馆，
他高兴地向我介绍：“这个旅馆老板叫
黄宇，是我们雨花区2012年的‘创业之
星’！” 黄宇连忙摆手：“这多亏了李警
官，不然没有我的今天！”

原来， 黄宇的旅馆曾一度经营
不善，难以为继。一次，李杨到他的
旅馆来例行检查， 发现他经营手续
不齐全， 还存在安全隐患， 郑重地
说：“你的旅馆要立即补办手续，消
防设施必须完善。 否则， 要依法处
罚，甚至停业整顿。”

本就心灰意冷、 自暴自弃的黄
宇，这下像点燃的爆竹，对李杨恶语
相向：“你们警察了不起啊， 我这里
反正没生意，罚款、停业随你的便！”
李杨并不与他计较， 而是语重心长
地对他说：“老兄， 你不要急， 办手
续、补设施，我来给你帮忙，而且我
还请个行家来教你开旅馆。”黄宇似
信非信地应了一声。

没想到随后几天， 李杨很快就
帮着他把手续和设施补齐了， 还带
来一位多年从事小旅馆经营的熟人
帮他出谋划策。 黄宇的旅馆经过整
顿重新开业，生意日渐红火，规模也
由过去的10多间客房变成了100多
间。

这些年， 受过李杨帮助的人又
何止黄宇。他的爱心、他的帮助、他
的给予，从来不分亲疏，不分老幼，
不分贵贱，就像沥沥小雨普泽大地。

今年5月10日凌晨，也就是李杨
倒下的前两个小时， 一位患有老年
痴呆症的老人在黎郡社区迷路，接
警后李杨迅速赶到现场， 按规定本
可将老人就近送到区救助站， 但为
了让老人得到更好的照料， 他硬是
拖着疲惫的身体， 将老人安全地送
到了设施条件更好的市救助站———
在生命的火焰即将燃尽的一刻，李
杨用人生的最后一次接处警， 完成
了最后一次为民服务。

“警察的妻子
注定牺牲更多”
李杨同志的妻子 朱晋

2003年11月， 我和李杨走进了
婚姻的殿堂， 东借西凑交了首付买
了套80平方米的房子。 由于没找到
合适工作，我一直待业在家，全家开
销就靠李杨那点工资。2004年儿子
出生后，日子过得越发拮据。虽然困
难，我们一家其乐融融。

警察的妻子注定要牺牲更多，
面对更多的孤独。儿子3岁那年，一个
下着大雨的夜晚， 李杨在派出所值
班，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到了后半
夜，儿子突然喊肚子痛，只见儿子小
脸烧得通红，嘴里“哇哇”地呕吐。我
赶紧给李杨打电话， 可他又是那句
老话：“我这里实在走不开呀！”我只
好一手抱起儿子，一手撑着伞，赶往
医院。

来到医院， 医生检查说是急性
肠胃炎，要打吊针。输液室里，望着
吊瓶里滴落的药水， 守着不时喊痛
的儿子，酸楚的委屈涌上我心头。直
到快天亮，李杨匆匆赶来，望着他憔
悴、焦急、愧疚的样子，我到嘴边的
埋怨又咽了下去。

李杨平常没能多陪我们， 还经

常热心帮助别人，这些我都能理解，
也已经习惯了。 作为一名警察的妻
子，我最担心的，还是李杨的安全。
从我们结婚那天起， 从他每次转身
出门的那一刻起， 我就在家里等着
他的消息，等着他平安归来。

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李杨回
到家里，手上裹着纱布，额头上隐
约还能看见伤口，衣服的袖子和前
胸也有被刀划破的痕迹。不知道发
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他的伤势重
不重，我心里好害怕。他好像看出
了我的担心， 故作轻松地对我说：
“今天辖区有人闹事，拿菜刀砍人，
我去夺他的刀， 受了一点皮外伤，
没什么，只可惜这件皮衣被他划坏
了。”

听他这样一说， 我的眼泪顿时就
涌了出来。是的，这件皮衣是我送给他
的生日礼物，可谁会心疼那件衣服呢？
我心疼的是他啊！

“这是一条生命，
不能轻易放弃”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黎托
派出所民警 马堂

今年3月的一个夜晚，下着好大

的雨， 我和李杨正在劳动东路一带
巡逻。

晚上9点多钟，我们接到市局指
挥中心打来的电话， 说有一个司机
报警称，经过体育新城路段时，看见
路边好像躺着一个人。指挥中心指派
我们立即去查看。可是，报警人并没
有说明那个人的具体位置。我们只好
开着警车，在他所讲的范围里仔细寻
找，转了半个多小时连个人影也没发
现。

李杨通过指挥中心查到报警人
的手机号码，想确认具体地点。可报
警人说，天那么黑，雨那么大，车又
开得快，具体位置他也说不清楚。我
想这个报警人可能搞错了。 可李杨
说：“这是一条生命， 不能轻易放
弃！”说完，便下车去找。

刚下车不到半分钟， 我们浑身
上下被雨水淋得湿透， 每走一步鞋
子里的水都扑哧扑哧往外冒。 我们
在马路边、大树下、花坛里、草地中、
工地旁仔细搜寻， 凡是能找的地方
都找了，结果还是没有发现。此时，
李杨才确认报警是真的有误。

3月的天，这么大的雨，又是晚
上，我们冷得直打哆嗦。但李杨并没
感到沮丧，他长舒一口气，对我说：
“虽然淋了雨，但总算没有辜负报警

人，也心中无愧了。”
今年5月9日， 李杨和我们几个

一起值班，从早上8点开始，我们就
频繁地接处警，直到第二天凌晨1时
40分，我们才回到所里。我估算，我
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8个小时，
接处警28次。

回到值班室，大家都很疲惫了，
还要填写接处警记录， 李杨催促我
们抓紧休息，他习惯性地对我们说：

“你们休息，让我来吧。”然后坐在电
脑旁填写接处警记录。没想到，这句
平常听惯了的话语， 却成了李杨与
我们最后的告别。

“说起李杨，就泣不成声”
长沙政法频道记者 李素

从李杨住院，到牺牲，到大家为
李杨送行， 我总能看到一个30多岁
的大哥在忙碌， 神情也伴随李杨病
情发展而从焦急、 担忧， 到悲痛不
已。他，就是黎郡社区的黎赛军。

李杨住院后， 黎赛军在医院忙
里忙外，接送李杨的儿子上学放学，
照料李杨母亲、妻子的一日三餐，帮
助招呼来医院看望的所有人。 黎赛
军的母亲听说李杨可以注射流食，
还特意在家熬好早晚不重样的汤水
送到医院。

我把话筒对着黎赛军， 请他谈谈
李警官。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一说
起李杨，黎赛军就泣不成声。原来，去
年底，黎赛军的父亲突发脑溢血，每天
需要治疗费1万多元。本来家里经济条
件就不好， 父亲这一病， 更是雪上加
霜。李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赶忙买上
水果去医院看望老人， 还将两个月的
工资全部取出塞给黎赛军， 鼓励他积
极面对生活的困难。

后来， 黎赛军才得知李杨爱人
一直待业在家， 还有一个刚上小学
一年级的儿子，每个月还要还房贷，
一家人都靠着他那点工资。 黎赛军
父亲去世后， 李杨又跑前跑后帮忙
料理后事。

黎赛军悲痛万分地对我说：“我好
后悔！当时我确实很需要钱，还认为这
些钱对一个警察来说不算什么。 后来
才知道，他家实际上比我还困难，早知
道这样，我说什么也不会要他的钱啊。
李警官，对我们真是太好了！”短短几
句话，黎赛军几度说不下去。不知不觉
间，我也已经泪流满面。

像这样对李杨满怀敬意和感激
的，远不止黎赛军一个。还有黎郡社
区的易先生， 去年7月他的汽车在小
区被盗，是李杨多次调解，才使他终
于拿到了物业公司的赔偿。还有李娭
毑、周大哥……每个采访对象说起李
杨，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说到最后，都
异口同声：“李警官真是我们的贴心
人。他走了，我们实在舍不得啊！”

在黎托派出所工作的7年间，李
杨调处各类纠纷1270多起，有400多
人次得过到李杨的帮扶。

“李警官太好了”
———李杨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

彭亚欧

朱晋

马堂

李素

报告会现场。 陈宗昊 摄

本报记者 奉永成

树木大面积“中暑”
树木也要防“中暑”，这事听起来新

鲜，但在持续晴热高温下，我省树木中
暑比较普遍。

长沙市望城区黄金乡的孙先生，这
几天就因为院子里种的树木纷纷“中
暑”而揪心不已。孙先生种的树木有高
大的柚子树，也有名贵的银杏，之前这
些树的长势都非常不错， 推开院门，满
眼的绿色，从7月下旬开始，树木便出现

“中暑”的症状，先是柚子树的叶子耷拉
着“脑袋”萎靡不振，随后由绿转黄，现
在很多叶子都枯死了，接着四棵银杏树
也出现“中暑”症状。孙先生连忙请来工
人早晚浇水，但情况仍不见好转，这两
天他正在多方联系园林专家，对院子里
的树木进行抢救。

据省林业厅初步统计，受持续高温
影响，我省植被严重脱水，部分中幼林
连片枯萎，全省87个国有苗圃有近10万
亩苗木“中暑”受灾，其中损毁苗木超过
2亿株；幼林大面积枯死，我省近2年内
造的710万亩人工幼林普遍受灾， 枯死
或者凋萎的面积已超200万亩， 其中油
茶枯死超过50万亩，并且随着高温天气
的持续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而一
些已生长多年的植物，也没能熬过今年
的高温。

温度是影响树木生长发育的最重
要环境因素之一，绝大多数花木在温度
高于35℃时停止生长，当气温继续升高
到植株能耐受的最高温度以上时，一方
面会产生“日灼”病，对树木的组织和器
官造成直接伤害，另一方面会形成代谢
紊乱， 造成养分的流失和水分平衡失
调。

“生长多年的树木，本身都具有一
定的抗旱和耐高温能力，但是树木的生
长有时跟人一样，持续的高温，会对树
木的组织和器官造成伤害，降低树木本
身的抵抗力，从而引发病虫害，在持续
高温和病虫害的双重夹击之下，今年我
省树木的枯死情况要比往年严重得
多。”省林业厅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树木“中暑”枯死，会带来一连串不
良反应，目前最直接的是易引发火灾。7
月以来至8月4日，全省共发生森林火灾
55次，过火森林面积6344亩，而去年同
期分别是5次和160亩。

树木防“中暑”，专家教3招

如何在持续的高温天气中防止植
物“中暑”，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
学院的杨柳青教授告诉记者，植物“中
暑”主要有两种症状，可用三招“解暑”。

“夏季高温时，最容易‘中暑’的植
物主要为中幼苗和当年新种的树木。”
杨柳青告诉记者， 由于太阳的强烈照
射，造成土壤表面温度增高，当地表温
度不易向深层传递时，过高的地表温度
会灼伤幼苗根茎形成层和输导组织，使
幼苗倒伏以致死亡，一般柏科类树木在
土壤温度为40℃时就开始“中暑”，幼苗
最易发生根茎部的灼伤且多发生于茎
的南向，具体症状为茎的溃伤或芽的死
亡，而树皮光滑的薄皮成年树，特别是
耐阴树种， 由于受到强烈的太阳辐射，
造成树皮形成层的细胞原生质凝固产
生局部死亡或脱落，给病菌侵入创造了
有利条件， 从而影响树木的生长发育。
严重时树叶干枯、凋落，造成植株死亡。

另一个“中暑”症状体现在叶片上，
杨教授解释，在强烈阳光照射下，叶片
叶脉之间或叶缘会变成浅褐色或深褐
色， 因为高温容易引起水分蒸发加速，
使树木根部吸水供应不上，造成树木失
水而枯萎。

植物如何防高温？ 杨教授告诉记
者，第一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是通过
人工为树木补充水分。“多给树木浇
水。”杨教授告诉记者，浇水是最直接的
办法，但是浇水也有学问，不能乱浇，如
果在40℃以上的高温下浇水的话，很容
易伤到树根， 最好的时间是早晨和傍
晚，同时辅以喷雾的方式，将水浇到树
叶上，防止树叶水分的快速蒸发，效果
会更好。

第二招，可以将树干涂白以反射阳
光，缓和树皮温度的剧变，对减轻日灼
会有明显的作用。

第三招是加强高温下的养护管理。
在整形修剪中， 可适当降低主干高度，
多留辅养枝， 避免枝干的光秃和裸露，
在需要去头或重剪的情况下，应分2至3
年进行，避免一次透光太多，需要提高
主干高度时，应有计划的保留一些弱小
枝条进行自我遮阴，以后再分批疏除。

天气在变，选种植物也要变

在强烈的日光照射和持续高温的
影响下，原本伟岸挺拔的树木，纷纷垂
下了头，显得无精打采，给树木防暑降
温已成了城市公园和小区的头等大事。

8月6日傍晚和8月7日早晨，记者驱
车来到长沙市南郊公园、省植物园和树
木茂盛的雨花区政府大院以及白沙苑
小区。在南郊公园，记者看到一台洒水
车和两位园林工人正在给花木浇水，其
中一位园林工人告诉记者，平时他们的
工作会侧重在修剪和培植花木上，但在
火热的天气里，给花木浇水，防止“中
暑”已是他们的工作重点。而省植物园，
除了给花木浇水外，园林工人们还给一
些幼苗搭建了防晒棚，雨花区政府大院
和白沙苑小区里，均有多名工人，把软
皮胶管接到水龙头上引水给花木“解
渴”。

持续的高温，促使人们不停地想出
一些新办法来降温解暑，也使得很多专
家、 学者在思考如何适应天气的变化。
在采访中，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多名研究
植物种植方向的教授表示，湖南属于南
方温润气候，在选种树木时，一般会选
择树干高大枝叶宽大茂盛的树种，但从
不断升温的天气来看，这些树叶宽大的
树种，最容易“中暑”，在以后选种树木
时，要适当考虑天气原因，选择耐干旱
和抗高温的针叶树种。

杨柳青教授就正在筹划做一个适
合湖南树种种植的调研。“树木也跟人
一样，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杨柳青教
授介绍，他曾细心观察过我省高速公路
两边的植被，这些地方一开始种植了多
种植被，然后让这些植被根据自身的适
应能力形成生存机能， 最后存活下来
的，说明都是适应当地气候的，杨教授
发现，生存下来的这些植被有很多是耐
高温和干旱的。

“天气在变，选种植物也要变。”杨
教授告诉记者，根据湖南今年的持续高
温天气， 可以考虑多种耐干旱的树木，
如荆棘类、针叶植物、苏铁、马尾松等都
比较耐干旱，这些植物的特点都是叶子
较小，表皮有蜡，散失水分少，而这些植
物一般在广东、海南种植得比较多。

除了在选种耐干旱树木， 高温时注
意防暑降温外，杨教授还建议，可在移栽
时就做好耐高温的准备工作， 如在树木
移栽前，逐步疏开树冠，以便适应新的环
境；尽量保留比较完整的根系，使土壤与
根系接触紧密，以便顺利吸水；对于已经
受到伤害的树木应进行修剪， 去掉受害
枯死的枝叶，日灼严重的应进行修整、消
毒、涂漆，必要时还应进行嫁接处理，还
要适时灌溉和合理施肥， 特别是增施钾
肥，有助于树木活力的恢复。

连续的高温， 不仅使人难以忍受， 就连很少耍
“性子”的植物也受不了。大路两边、小区公园、高山
林地里，很多植物也在高温下“中暑”———

酷暑中，
植物如何解暑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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