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
者 陈永刚 通讯员 王喆 赵娟）
今天上午11点， 长沙地铁2号线
西延线一期工程首列列车运抵
黄兴车辆段。

记者看到， 西延线的列车
外观与目前乘客乘坐的2号线一
期工程列车基本保持一致， 仍
是白色流线型的车身， 枣红色
的装饰带， 每列车有6节； 但是
在内饰设计上， 还是可以看出
一些变化。 西延线项目部电气
设计主管吴桂林介绍， 车辆在
设计时， 广泛吸取了2号线试运
营以来乘客的建议和意见， 进
行了一些人性化的改进。

如现有的车厢地板颜色较
浅， 容易显脏、 不利清洁， 新
车对地板布颜色适当加深， 呈
蓝灰色； 每节车厢内增加了3根
立柱和部分扶手， 摄像头由2个
加到4个， 让乘客在飞驰的列车
上站得更稳、 更安全； 门区的
线路显示屏采用高清LCD动态
地图， 整条线路的站点一目了
然； 在车厢的两头增设LED滚
动显示屏， 显示到站信息、 终
点站信息等， 作为门区动态地
图的补充。

首列地铁列车运抵长沙后，
将进行静态和动态调试、 整车
验收等工作， 并与信号、 无线
通信、 屏蔽门等系统进行联合
调试。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负

责人介绍， 首列地铁车辆的顺
利到达， 标志着西延线一期工
程全面进入机电安装的实质性
阶段。 西延线计划采购16列车，
未来将与现有的2号线车辆混编
运营； 车辆增加后， 现在的约8
到9分钟的行车间隔时间有望大
大缩短。

链接

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线一期
工程从梅溪湖西站 （含 ） 至望
城坡站 （不含）， 与2号线一期
工程相连， 正线长约4.6公里，
共4站4区间， 均为地下线路和
地下车站。 4站分别为梅溪湖西
站、 麓云路站 、 文化艺术中心
站和梅溪湖东站。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负责
人介绍， 西延线机电设备安装
和单体调试计划8月份完成， 9
月开始联调联试， 12月开始试
运行。 大约到明年春天 ， 西延
线达到试运营条件时， 将与2号
线一期工程接驳 ， 届时 ， 市民
可从高铁南站乘坐地铁直达梅
溪湖赏花观景。

跟着大雁去迁徙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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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慧

3月26日， 阴雨绵绵， 长沙慈善会及
湖南日报工作人员一行冒着大雨， 来到
长沙县金洲村村民王海洋家中， 给这个
饱经磨难的特困家庭送去了1万元慈善救
济金。

王海洋一家的困厄从1998年开始。这
一年，7岁的儿子被查出患有IgA肾病，夫
妻俩四处寻医无果，甚至连病因都没有查

清，两年不到，儿子就离开了。
过了好几年， 夫妻俩才走出阴影，重

新拥有了两个聪明可爱的女儿。 没想到生
活却跟他们开了个大玩笑， 从2008年起，
大女儿和小女儿也相继发病，同样被诊断
为IgA肾病。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家庭
被病魔缠住不放？

湘雅二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 很可
能是由于父母亲基因组合本身的缺陷所
导致。 “如果早知道是基因的原因， 打
死我也不会再生了， 省得她们遭罪。” 看
着小女儿沉默地坐在烤火炉里， 翻着手
里的小学语文书， 王海洋妻子的泪水瞬
间涌了出来。

“小女儿的病情最严重，从4岁发病到
现在，7年花了50多万元。 ”王海洋说，3个
孩子总共花去了90多万元的医疗费用，现
在小女儿每天都要做透析，因为花不起透
析费， 他们自制了简陋的仪器在家里做，
就是这样，每个月仍需要3000多元的药物
稳定病情。

为了支撑起这个家，王海洋两口子拼
死累活地打工、做事。 为了照顾生病的女
儿，王海洋妻子不能外出务工，家里的负
担全部落在王海洋肩上。 王海洋在湖南风
景园园林有限公司工作，不是科班出身的
他，硬是凭着自己的苦干钻研，成为了园
林绿化行业的专家，每天他就是努力多接
点活、多干点活、多挣点钱。

“我希望有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一起
来帮助他，因为他值得帮。 ” 王海洋公司
老板姜立新对王海洋同情之余，更钦佩他
的坚强：“女儿生病后，他长期处于一种高
压状态，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可是他对工
作从不应付，什么事情交给他，他总是想
方设法想做到最好。 ”

因为这份欣赏和同情， 10多年来，姜
老板个人给王海洋捐赠了15万元，从公司
帮他贷款20余万元， 组织村民献爱心逾6
万元……

2015年春天，传来一个好消息。 医院
通知王海洋，如果能给小女儿换肾，治愈

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夫妻俩立刻赶到医院进行肾匹配，可

惜，检查结果均无法匹配。 目前，王海洋面
前有两道难关：一是没有匹配肾源，二是
筹不到50万元的手术费。

“我不会放弃我的孩子！ 小女儿还
这么小， 她甚至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
世界。” 26日， 面对长沙慈善会和本报工
作人员， 王海洋忍不住流泪， 这个坚强
的汉子扭过头去， 假装看着烟雨迷茫的
天空。

链接：

3月26日，长沙东方妇科医院负责人
闻讯赶来捐赠了5000元帮扶金。 如果您
也想伸出帮扶之手，可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96258进行咨询，或直接汇款至长沙慈善
会账号：800110208411013， 长沙银行
华丰支行，汇款请注明：王海洋。 我们将保
证您的每一分善款都用于救助这个不幸
的困难家庭。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梁辉

3月26日，经过2次引流和冲洗，医生从1岁半小曾豪
瘦小的胸腔内，引流出脓性积液250ml。

“经过一天的治疗，小曾豪的病情有所好转。 ”湖南省
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重症监护病房曾赛珍副主任医师
告诉记者，下一步将根据复查情况决定小曾豪是否需要手
术。

小曾豪是一个可爱而且懂事的小男孩。即便是在重症
监护室里接受胸腔引流治疗，也从不胡乱哭闹。

可不幸的是，命运对他似乎格外残酷。 小曾豪的爸爸
曾玉求是新化县游家镇人，43岁， 有智力障碍，37岁有了
自己的女儿，42岁有了小曾豪。

可是没想到，2014年底， 小曾豪的母亲因癫痫病发
作，无钱医治而撒手人寰。刚过完年，小曾豪又生了重病。3
月2日，小曾豪因“左侧胸腔积液、多器官功能衰竭”住进了
新化县人民医院。

住院治疗了20多天，小曾豪仍命悬一线。 因为年小病
重，医生建议转长沙大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可是，曾玉求
东借西挪一万多元钱后，实在没有办法再筹到钱，只能打
消去长沙的念头，等待着渺茫的奇迹出现。

一位邓女士因为孩子因病住院，正好和小曾豪在同一
个病房。 目睹小曾豪的处境后，邓女士帮他们写了求助帖
子发在了网上。这条求助的消息被长沙某知名酒吧的负责
人刘先生看到。 他也有个和小曾豪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小
曾豪的特殊情况让他觉得必须做点什么，于是迅速召集管
理层开会，大家决定把小曾豪接到长沙来治疗。

3月25日中午，爱心车队将小曾豪接到湖南省人民医
院。医院被大家的爱心感动，特别开辟绿色通道，直接收入
重症病房，并召集多位儿童医学专家会诊。放射科、超声科
医生加班为小曾豪完善胸部增强CT和胸水B超定位，心
胸外科医生会诊并进行胸腔闭式引流，皮肤科专家也对孩
子皮肤真菌感染问题给出治疗建议。

“因为胸腔内有大量脓液，所以目前的治疗以积极抗
感染和胸腔引流、冲洗为主。 ”曾赛珍介绍，小曾豪被确诊
为脓胸、肺部感染以及真菌感染。

“大家都希望，这个可爱的孩子能早点好起来，健康快
乐地长大！”刘先生表示，小曾豪的治疗费用和其他开支均
由他们承担。 考虑到照顾孩子不方便，酒吧的女员工们还
排了班，轮流来照顾小曾豪。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3月26日，实时追踪组得到后方信息：白枕鹤“超超”仍
在天津市的一个水库“度假”，灰雁“琦琦”从黄河三角洲启
程，飞越渤海，到达辽宁盘锦。目前已有13只带追踪器的候
鸟飞离鄱阳湖北迁。

这些候鸟栖息在湖泊、沼泽，追踪组的车几次遇到险
情。“跟着大雁去迁徙”大型环保公益行动西线队员主动将
车况最好的车辆换给追踪组。

追踪组队员经商量后决定，追踪灰雁“琦琦”。上午，追
踪组从北京市延庆县出发，长驱700多公里，傍晚来到辽
宁省盘锦市。

盘锦双台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2.8万公顷，
主要保护对象为丹顶鹤、白鹤等珍稀水禽和海岸河口湿地
生态系统。 保护区地处辽东湾辽河入海口，此处淡水携带
大量营养物质与海水互相浸淹，适宜多种生物繁衍，生物
资源极其丰富，仅鸟类就有191种。

候鸟迁徙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寻找食物和繁殖。 我国
候鸟有三大迁徙路线： 一是西部路线， 在干旱草原地带
包括内蒙古、 甘肃、 青海等省区的候鸟， 主要沿青藏高
原向南迁徙到达四川以及更南部的云贵高原， 有一部分
飞到印度去越冬。 二是中部路线， 包括内蒙古东部、 华
北西部以及陕西省， 候鸟主要沿着太行山、 吕梁山越过
秦岭、 大巴山飞到四川以及华中、 华南地区去越冬。 三
是东部沿海地区， 我国东北、 华北的候鸟主要沿着这条
路线飞到华东、 华南地区， 有些飞到东南亚， 更远的飞
到澳大利亚。 经过中国的三条线路中， 东亚———澳大利
亚线是候鸟迁徙的一条主要路线， 盘锦的双台河口就是
这条线上众多迁徙鸟类的驿站。

经济·社会2015年3月27日 星期五4

母亲病逝父亲智障，1岁半男孩
身患重病———

爱心救病童

驱车千里追“琦琦”

3个孩子罹患大病，爸爸王海洋说：

“我不会放弃我的孩子！ ”
编者按：作为一个有责任的

媒体，随着社会的进步，理应承担
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从3月底开
始， 湖南日报市州新闻中心与长
沙慈善会携手，设立慈善基金，关
注困难群众。 如果您身边有长沙
市范围内 ，因病 、因灾 、因突发
事件陷入极度困境的对象 ，可
以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电 话 96258提
供线索，我们将进行核实、甄选，
予以报道， 以唤起社会爱心人士
共同伸出援手。

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线首列列车抵长

明春坐地铁去梅溪湖赏花

� 3月26日上午， 长沙地铁2号线黄兴车辆段， 工作人员用吊车将一节列车车厢从货车上卸下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如果遇
到抛锚、 事故等情况需要施救， 车主不
用再担心遭遇“漫天要价”。 省高速公路
管理局今日透露， 从4月1日起， 将规范
全省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行为， 救援
人员必须主动出示湖南高速公路救援服
务收费项目和标准。

记者了解到， 尽管国家发改委、 交
通运输部2010年9月就下发了 《关于规范
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
通知》， 但仍然有不少车主反映高速公路
施救存在收费不透明、 漫天要价等现象。

省高管局透露， 今年全省各高速公
路经营管理单位将加强施救服务整改落
实， 规范管理。 从4月1日起， 全省高速

公路主线收费站广场、 市 （县） 级收费
站出口和服务区， 均将设置公示牌， 标
明省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车辆救援服务
收费项目和标准、 本路段车辆救援服务
队伍名称及服务求助和监督电话。

根据我省高速公路救援服务收费标
准， 不同车型的拖车服务、 吊车服务、
货物转运、 保管及抢修服务收费标准等

都有详细规定。 其中一型车， 即7座以下
客车及2吨 （含2吨） 以下货车， 如果遭
遇故障需要请拖车， 10公里内为280元，
每增加1公里加15元。

省高管局介绍， 施救人员不得自行
增加收费项目、 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
费标准。 如果车主遭遇乱收费等不规范
行为， 可拨打电话12328投诉。

4月1日起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

车辆施救告别“漫天要价”
车主如遭遇乱收费，可拨打电话12328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