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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前几天，一位好心的女同志给我们捐
款两万元，还不肯留名呢。 ”今天，沅
江市的臧丽安在打给记者的电话中
高兴地说。 臧丽安中年丧夫，继而患
上乳腺癌，好不容易拉扯大的两个儿
子又相继患上尿毒症，她一家的不幸
经当地媒体报道后，来自社会各界的
帮助源源不断……

52岁的臧丽安是沅江市泗湖山
镇华田村人。 上世纪90年代，她在镇
上开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加油站。
1999年3月18日，丈夫周荣富突发脑
溢血，撒手人寰。 那一年，臧丽安36
岁，两个儿子大的11岁，小的才9岁。

为了让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
臧丽安变卖在镇上的所有家产后，
到沅江市城区购买了一套130平方
米的商品房， 还承包了一个家庭式
宾馆。 可就在她的生意红红火火时，
厄运再一次降临。 2004年上半年的
一天， 正在紧张劳作的她突然感到
不适，随后便卧床不起。 到医院一检
查竟是乳腺癌！“我不能死，不能死
啊！我死了，两个儿子怎么办？ ”为了
治病， 她以10万元的低价变卖了一
家三口赖以栖身的房子， 母子三人
租住在小区内一个低矮潮湿的地下
室里。 为了生存，臧丽安忍着化疗的
痛苦，在家里承接婚纱绣花业务。 正
当她家的生活向好的方面转变时，
命运之神一次次地捉弄她。 2012年

12月， 正在打工的小儿子周斌突然
眼冒金星后什么都看不见了。 上医
院一检查，是尿毒症晚期！ 听到消息
的那一刻，臧丽安几乎急疯了。 哥哥
周文闻讯马上从外地赶了回来，没
想到他一进门也病倒了， 一检查也
是尿毒症。 患尿毒症每周必须进行
两次透析，根治的办法只能是换肾，
兄弟俩手术费共约40万元。

臧丽安一家的不幸迅速引起各
级党委、政府和周边群众的关注，来
自社会各界的涓涓爱心与无私帮助
源源不断。 泗湖山镇的乡亲们，还有
她现在居住的办事处领导和社区的
街坊邻居们， 大家你一百元他五十
元，究竟有多少人帮过他们，臧丽安
记不清了。 草尾镇新安村周娥英患
有乳腺癌， 但她觉得臧丽安比自己
更需要帮助， 硬是撑着病体专程来
到城里给臧丽安捐款500元，与她同
来的一个姓刘的朋友，看到这情形，
也当即捐款500元。 还有臧丽安当年
的同学得知这一切，都自发捐款。 一
位在益阳市某机关工作的同学，初
中毕业后与臧丽安二三十年没见过
面了，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沅江，捐
款2000元。不久后，带着他的妻子又
送来1万元……

“我怎么能够回得起这么多人
的情啊！ ”正是有了这么多好心人的
帮助， 坚定了臧丽安战胜厄运的信
心。 如今的她早已没把自己当病人
了，她深信，只要活着，苦难总会有
尽头，只要坚强，没有过不去的坎！

国家AAAA旅游景区 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
关山村葡萄熟了 电 话：0731-87940011

身边的感动

通讯员 罗方平 本报记者 王文隆

玫红色的果实，划开果皮，按纹路
剥下去，紫红色的果肉便显现出来，让
人垂涎欲滴。 这就是一般在热带地区
才生长的水果珍品———红心火龙果。

把这种热带水果带进浏阳的，是
一个爱琢磨的人。2013年4月， 浏阳人
罗富根从浙江引进了3000多株红心火
龙果。 通过一年多的技术摸索，7亩红
心火龙果如今已经成功挂果。

8月10日， 记者走进富根葡萄自摘
基地，只见一枝枝似仙人掌的长茎上挂
着颗颗火龙果，熟透的如盏盏点亮的红

灯笼，未熟的则是一片翠绿色。
“基地以红心火龙果为主，相比市

场上的白肉火龙果， 它的口感更为甘
甜。”一边听着罗富根的介绍，一边看
着诱人的火龙果， 记者的食欲瞬间被
勾了起来。

火龙果为热带植物， 生长适温为
20℃至30℃，平均温度低于10℃时则
会停止生长。所以，要想火龙果在浏阳
“落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罗富根总
结的经验是要过“两关”。

“第一关当然就是过冬了。”罗富
根介绍，浏阳引进火龙果属于“南果北
移”，冬天温度低于5℃就会被冻死。

目前大棚种植是业内的通用做
法，但是联体大棚成本太高，简易大棚
保温效果又没那么好， 如何选择让罗
富根犯了难。最终，通过琢磨，他选择
了简易大棚加双层膜覆盖的搭配。

进入6月份， 火龙果的植株长度已
经达到了2米多高， 也迎来了首个挂果
期，人工授粉也就成了决定成败的第二
关。罗富根告诉记者，一旦错过晚上的授
粉，白天花朵凋谢，就意味着挂果失败。

现在， 罗富根的火龙果已经第四
次开花，他告诉记者，按浏阳的气候条
件，挂果期可延续到10月份，预计总产
量可达2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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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四条玉兰路转晕外
地客》后续

长沙市民政局回应：
玉兰路只有一条

●天心区“玉兰路” 并非政府命
名;单位内部道路可自主命名

本报记者 奉永成

8月12日， 本报96258热线以 《长沙四条玉兰路
转晕外地客》 为题， 报道了长沙市有两条城区道路
和两条校区干道均以玉兰路命名的事情后， 在读者
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也引起了长沙市政府主管部
门的高度重视。 8月13日上午，长沙市民政局区划地
名处专门就此事做出回应： 长沙市正式命名的玉兰
路只有一条，天心区“玉兰路”未得到政府认可。

“经长沙市政府部门认可并命名的玉兰路只有
岳麓区汽车西站附近的这一条，天心区‘玉兰路’字
样标识在道路交通标识牌上， 并非民政部门设置的
路名牌。 我们将督促天心区民政局马上实地核查并
尽快制定命名方案。 ”长沙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高晓
钰处长告诉记者。 而百度地图上的两条校区玉兰路，
属于单位内部道路，可由各单位自主命名，不需要向
政府主管部门申报， 也不会与社会公共交通道路相
冲突。 同时，民政部门呼吁各级有关部门和商业机构
使用标准规范的城市公共地名，以防出现差错，给市
民的生活带来不便。

玉兰路到底有什么来头，让人如此青睐？
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长沙市地名委员会专家组

成员陈先枢告诉记者， 玉兰是名贵的花木， 象征爱
意、高雅、纯洁、芬芳、美丽，在湖南栽种得很多，大家
也特别喜欢这种树。 而以花木命名道路，是国内外命
名道路时经常采用的方式。

读者普遍关心，长沙市道路名到底从何而来，城
市道路命名又要遵循哪些原则？

“同类地名不得重名或者使用同音字、近音字以
及形似字。 ”《长沙市地名管理办法》规定，道路名不
重复是道路命名的基本原则之一， 同时还要遵循城
乡规划，反映当地历史、地理、文化和经济特征，尊重
当地居民意愿，名实相符，含义健康。 近几年随着城
市的扩张，长沙市不断有新的道路出现，从2012年至
今，有110多条新建道路已正式命名。目前，还有不少
道路正在命名申报中。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金慧） 随着今年底沪昆高铁的开通，
长沙来溆浦只需1个小时， 溆浦“山
背花瑶梯田” 走出大山已不再遥远。
今天， 山背花瑶梯田景区项目启动
仪式也正式在当地启动， 来自省旅
游局、 怀化市政府、 溆浦县委县政
府、 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
责任公司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及身着
花瑶服装的山背村村民共200余人参
加了现场活动。

始建于汉代的山背花瑶梯田是
我国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的原始梯

田之一， 其主景区绵延15里、 面积
达3万亩， 因其雄伟、 辽阔、 壮丽、
秀美和特有的花瑶文化而著称。 古
朴、 精致、 极富文化内涵的花瑶挑花
于2008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梯田山脚
下， 还有世界罕见而奇特的龙头“蚕
灯” 和无尾“吆喝灯” 等民间彩灯，
为这块神奇的土地增添了迷人的视
觉景观。

近年来， 山背花瑶梯田引起社会
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目前， 该项目已
列入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项目， 并列

入中央民族大学、 国家发改委扶持项
目及怀化市委市政府、 溆浦县委县政
府2013年度重点工程项目。 而作为此
次“山背花瑶梯田景区项目” 投资
方， 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表示， 将与当地政府就
溆浦的旅游开发进行更为广泛、 深入
的合作， 让游客除了观看山背梯田，
还能游思蒙山水、 逛森林公园、 品农
家米酒等， 努力使“水边听故事， 屈
原唱离骚” 的美丽溆浦成为中国乃至
世界旅游版图上的一大亮点。

右图为山背梯田美景。何国喜 摄

记者在你身边

从8000元捐款被盗到再获万余元资助———

贫困女生
两天悲喜两度泪

臧丽安的
大难与大运

浏阳种出热带水果珍品

乘高铁去看山背花瑶梯田
我国最大的山背花瑶梯田景区项目启动

本报记者 陈永刚

8月13日下午，一场特殊的捐
赠仪式在湖 南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news938”频道会议室举行：一名
今年考上大学的寒门学子， 从频
道负责人手中接过了1.1万多元的
爱心捐款。 之所以特殊，因为这是
这名学子两天内第二次接受捐
款。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名学子叫玲玲（化名），来
自娄底市双峰县的一个小山村。
在她不到8岁的时候，父亲因为肝
癌不幸去世， 母亲因为不堪生活
的重压离家出走，剩下她和弟弟，
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爷
爷是一位老篾匠， 为了抚养她和
弟弟，每天拼命赚钱养家，一年到
头为别人编东西， 每天赚取几十
元的工钱， 是一家四口唯一的收
入。 玲玲的奶奶多年来一直患有
癫痫病，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拮
据，奶奶每次发病都强忍着痛苦，
舍不得花钱去医院救治。

在艰苦的环境中， 玲玲比同
龄的孩子成长得更为乖巧、懂事，
她一直努力学习， 希望通过知识
改变命运。 今年高考，玲玲以理科
618分的好成绩，顺利被湖南大学
土木专业录取。 为了赚取学费，暑
假时，这个瘦弱的17岁女孩，选择
了在烈日下搬运货物赚钱。

“news938”电台播出玲玲的
故事后，引来众多好心人献爱心。

某公司的吴先生与玲玲结成了爱
心对子，承诺捐助她4年的大学学
费和生活费， 并将首期8000元捐
款汇到了电台。

8月12日下午， 由省总工会、
“news938” 电台等单位举办的
2014“金秋助学·大兵义演”首站
活动， 在长沙东风民族剧院举行。
义演现场， 玲玲从工作人员手中
接过捐款，放在了座位上的包里。
小姑娘太开心了， 兴奋地和身边
的其他学子聊着未来的打算、梦
想。 没想到，就在不到10分钟时间
里， 包里的8000元捐款竟然不翼
而飞！

工作人员当即报了警， 但在
现场搜寻无果， 伤心欲绝的玲玲
忍不住痛哭失声！

“news938”电台负责人得知
此事后，当场表示：决不让玲玲因
为交不起学费而失学， 并在该频
道发起了又一场爱心募捐活动。
13日下午， 该频道的员工们你
100、 我200， 为玲玲再次捐助了
7000多元； 某企业负责人听闻此
事后， 也委托专人送来了4000元
捐款。

玲玲又哭了，这次，她流下的
是喜悦的泪、感激的泪。 她哽咽着
说：“我感谢所有的好心人！这个世
界上虽然有丑恶， 但我感受更多
的是爱和温暖。”捐赠仪式结束后，
电台工作人员陪同她把捐款存入
了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