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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钢彪

清秀、白净的脸庞，精巧的五官，匀称的身
材，如若不是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记者很难把
她与警察这个职业联系起来。 她，是衡阳市强制
隔离戒毒所民警李晖。

2004年，李晖从部队正营职干部岗位转业，
成为衡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一名普通民警，负
责为入所学员检查身体等。2009年，所领导经过
慎重考虑，决定由李晖担任女子学员班班主任。
她用真情关爱每位学员，鼓励她们告别毒魔、走
向新生，被学员亲切称为“妈妈民警”。

女子学员班有100多名学员，年龄最大的49
岁、最小的19岁。 李晖上任，“第一关”就是要取
得她们的信任。 在翻阅入所问话记录的同时，她
每天到学员宿舍，与她们谈心。 慢慢地，学员们
开始从心里接纳她，有什么事也愿意向她倾诉。

学员入所之初，有半个月的生理脱瘾期，非
常难熬。 脱瘾宿舍也成为李晖关注的重点，她没
日没夜地陪她们度过这个最难受的时期， 并根
据不同的成瘾症状，对她们进行辅助治疗。

学员小周刚入所时，七天七夜没有睡觉，吃
什么吐什么，浑身骨头酸痛，在床上打滚。 李晖
天天帮她打针，劝她服药。 小周食欲不好，李晖
为她冲糖水、煮面条、买牛奶，还为她进行按摩。
度过生理脱瘾期后，小周感动地说：“班主任，你
真好，你比我妈对我还好！ ”如今，小周已处于康
复期，身体状况、精神面貌都变好了。

吸毒固然可恨，但吸毒人员也是毒品受害者，
有其可怜之处。 一些学员因吸毒在社会上备受歧
视，有的家长也对吸毒子女失去了信心。而李晖对
班里每个学员都做到不离不弃，关爱有加。

学员小赵一只眼睛失明， 丈夫吸毒身亡后
不久，她也因吸毒被强制隔离戒毒。 入所时，她
担心家中读高一和小学的儿女，狂躁不安，夜不
能寐。 李晖主动找她谈心，为她买来卫生巾、香
皂等生活用品。 为了让她安心戒毒，李晖与办案
单位民警一起，联系当地民政部门，为其儿女解
决了低保问题。 如今， 安下心来的小赵表现很
好。

近年来， 吸食K粉、 冰毒、 麻古等新型化
学合成毒品现象增多， 入所接受强制戒毒的吸
毒人员也呈现低龄化趋势。 面对这些比自己女

儿大不了多少的孩子， 李晖心痛不已。 有些学
员家长一次也没来过， 李晖就与家长联系， 请
他们来所探望， 鼓励孩子抵抗毒魔。 学员没生
活费， 李晖给他们送。 学员没衣服穿， 李晖从
家里拿来自己的或女儿的衣服给她们穿。 所里
开展以文化人立德教育活动， 李晖还花费几千
元， 买来书籍供学员阅读。

今年7月， 戒毒所与部分爱心企业探索建
立帮扶就业安置机制， 李晖班里小红、 小罗2
名学员经评估出所， 赴广东就业。 小红没有
钱， 李晖找到她的婆婆， 为她凑足了路费。 今
年国庆长假期间， 李晖坐高铁赶到广东东莞，
为她们带去水果、 老干妈等物品。 2名学员见
班主任不远千里赶来探望自己， 非常感动， 表
示一定不辜负班主任的关心， 努力做好工作，
回归社会。

如今， 小红和曾经吸过毒的丈夫同在广东
就业， 两人互相监督不再沾染毒品， 每个月收
入超过5000元。 前不久两人回衡阳， 特意买了
一个“富贵平安” 的工艺品送给李晖。 李晖把
小红精神焕发的照片拿给班里学员看， 激励大
家戒除毒瘾。

中国新闻名专栏

老百姓的��故事 “妈妈民警”
本报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曹碧波

10月7日12时，谢笃松家中响起一声
清脆的门铃声，他蹒跚着打开家门，原来
是有人给他送来了热腾腾的盒饭。

家住郴州市苏仙区安居小区的空巢老
人谢笃松，今年83岁，除腿脚有些不灵便、
听力有点障碍外， 生活基本可以自理。 他
说，他每天的中、晚餐都是靠区里的“虚拟
养老院”联系附近的餐馆定时送来的。

谢笃松说的“虚拟养老院”，就是苏仙
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信息中心。 中心设在苏
仙区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 面积只有300
平方米，却“供养”着城区6000多名老人。

“虚拟养老院”是今年8月投入运行
的。 从此苏仙区城区60岁以上老人多了
一种养老服务选择： 只要在区民政局为
老服务信息平台注册，拨打“2812349”电
话发出服务需求，便可享受到生活照料、

家政料理、门诊就医、物业维修、送餐、康
复护理、法律援助、紧急救援等服务。

“全区符合条件的老人的资料都会统
一录入电子养老系统。 通过把老人的诉求
转告相应的企业、社会志愿者、社区义工组
织等，来满足老人的需求。 ”苏仙区民政局
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陈玉说。

这座“养老院”，只有8台电脑主机、8部
专用电话、11名工作人员、300平方米办公
场地。 工作人员打开电脑，记者“见”到了首
批“入住”的老人，一共6225名，他们的姓名、
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家庭成员状况、健康
水平、联系电话、用过的服务及反馈信息等。

苏仙区民政局局长何贤能说， 作为
国家老龄委在我省推出的首批试点项目
之一， 苏仙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信息中心
是目前郴州市唯一集“信息处理、紧急救
助、为老服务、服务监管”于一体的养老
服务信息平台， 以最小的建设成本覆盖
最广人群，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雅文◎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陈薇）10月11日，
省作家协会原主席、著名作家孙健忠小说集《魔
幻湘西》研讨会在毛泽东文学院举行。研讨会由
自治州州委、省作家协会、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
主办，会议由省作协主席唐浩明主持，30余位作
家、评论家参加了研讨会。

孙健忠是久享盛誉的土家族作家， 被学术
界评价为“土家族文学的奠基者”。 半个多世纪
以来， 他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甜
甜的刺莓》曾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魔
幻湘西》收集的是孙健忠上世纪90年代左右创
作的系列作品， 主要是以荒诞故事来构筑湘西
神魔世界，收入了《猖鬼》、《回光》、《死街》等10
部带有魔幻和神秘色彩小说。

与会专家认为，孙健忠后期的小说创作立意
深远，笔法细腻，风格冷峭，不仅描写土家人在新
时期精神和人格上的自立与觉醒，还把笔触伸向
了土家族历史文化和民族生活的深处。《魔幻湘
西》通过对民族记忆原型以及原始文化遗存的文
化开掘， 通过对湘西这个神秘地域的民族风情、
湘西土家族独特生命轨迹的描述，开掘和呈现了
源自本土文化血脉中固有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风格；与此同时，又执着于人类精神的灵魂拷问，
对人的理性的缺失进行批判，对现代社会发展导
致道德的沦丧进行反思，以及对理想与爱的执着
精神进行讴歌，从而使其具有深刻的人类意识。

孙健忠《魔幻湘西》
研讨会在长举行

苏仙区一块300平方米场地“供养”着城区6000多老人——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10月14日，长沙市岳麓区拆违办组织规划、城管、街道等部门，对钰龙佳园小区23栋601、602两
家在顶楼违章建设的房屋进行依法拆除，预计3天可全部拆完。

本报记者 赵持 黄晓辉 通讯员 黄力櫟 摄影报道

拆除违章建筑邮箱：4329536@163.com

图片 说事
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勇 姚博仁

【同心故事】
“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 10

月8日， 在衡阳市易赖西街巷子里， 红
砖旧瓦的蒸湘腾跃工艺厂人声鼎沸， 身
为台属、 致公党党员的厂长肖跃莲正在
给员工加油鼓劲。

肖跃莲从小身患小儿麻痹症， 却以
惊人的毅力勇敢面对生活。 1995年， 肖
跃莲工作的公司倒闭， 为生活所迫， 她
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 买来毛线编织
帽子、 围巾摆地摊， 没想到一次赚了30
多元钱。 日积月累， 36岁那年， 她接管
了一家小编织厂。 从此， 她经常拖着患
病的双腿， 只身上京下粤找订单。

有一次， 广州一家公司在金融危机
中倒闭， 老板消失得无影无踪。 该公司
欠着蒸湘腾跃工艺厂120万元的货款，
员工工资一下子没了着落。 肖跃莲拿出
所有积蓄， 借遍亲朋好友， 想尽一切办
法， 终于按时足额发放了工资款。

肖跃莲最了解弱势群体的艰难， 先
后帮助1300多名残疾朋友、 下岗职工和
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 衡阳市珠晖区
农民蔡桂珍下肢瘫痪， 整天坐在轮椅上
垂头丧气。 肖跃莲将她招入厂里后， 她

刻苦钻研编织技术， 精神有了寄托， 逢
人便夸： “是肖跃莲让我有了生活的勇
气， 我不再是个废人了。”

如今， 肖跃莲的工艺厂规模日益壮
大， 产品扩大到手钩服装、 帽子、 围巾
等300多个品种， 远销美国、 日本等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1年7月， 肖跃莲
走进上海世博会生命阳光馆参加湖南周
活动， 送展的3件手工织品被生命阳光
馆永久收藏。

【同心连线】
近年来， 致公党湖南各级组织和党

员秉承 “致力为公” 理念， 探索社会服
务新模式， 积极参与全省统一战线 “同
心工程 ”。 截至目前,在武陵山区同心
温暖工程 “一家一 ” 助学就业活动中 ，
致 公 党
省 委 已
发 动 近
40名致
公 党 员
和 海 外
爱 心 人
士 ， 捐
赠 助 学
资金 66
万元。

肖跃莲：爱心承载弱者之梦
同心 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