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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曹辉
通讯员 朱亚军

4月16日下午，网友“@湘潭小
武哥” 发布微博，“点赞湘潭托举
哥”。微博中写道，“下午5点左右，湘
潭市雨湖区莲花街一居民楼五楼阳
台，一小孩脑袋卡在护窗上，身体悬
空吊着，一男子在4楼阳台托着小孩
的脚， 楼下居民拨打了119热线，在
消防人员和市民的努力下将小孩成
功解救。”并发布了一组图片。

这一微博一经发布， 引来网友
点赞，“湘潭人的骄傲”、“为托举哥
竖大拇指”。网友纷纷发帖表扬。

后经了解，“@湘潭小武哥”，真

名洪武，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据洪武
介绍，当天下午5时20分左右，他和
妻子谭女士在雨湖区莲花街附近目
睹并拍下了这一幕。

原来， 事发地位于一处老式居
民楼。 当时5楼一个4岁左右的小女
孩身体悬空吊在阳台护栏外， 随时
有掉落的危险。 就在这时，4楼出现
了一个男子， 他先是用一根木棍子
顶住小孩屁股， 后又想法找到一个
装修用的木桌子放在4楼阳台护窗
内，“在阳台托着小孩的脚， 直到消
防成功解救，大约半小时左右。”

“许多好心人都蜂拥而来。”另
一名目击者陈孟飞说，“当时看见小
孩头和身体已经出了下面护栏缝

隙，只有一只手在抓住护栏。”她赶
紧叫居民拿被子垫在下面救人，丈
夫曾先生则立即拨打了119。一楼的
一名80多岁的老奶奶一连抱了3床
棉被过来，垫在托举哥脚下。

事后， 从微博图片来看， 除了
“托举哥”， 还有另一位身穿黑色衣
服的男人，他一直仰头，观察小女孩
的情况， 协助一名身着灰色衣服的
男子顶住水管。画面里，还出现了一
位身穿卡其色外套的中年男人，他
多次探头观察情况， 只因可供站立
的位置狭窄，似乎“有心无力”。

一个细节让人动容， 四楼阳台
护窗已经锈迹斑斑， 好几处铁棍已
经断裂，本身承受力和安全性不高，

稍不注意或用力不当， 护窗都可能
破损整体坠落。 几张照片都能看到
他们的脸憋得通红， 他们还是竭尽
全力托举遇险的小女孩。

最终，消防及时赶到。在众人的
爱心接力下，小女孩成功获救。

网友发起了寻找“托举哥”活动
后， 湘潭消防部门一直在寻找这位

“托举哥”，希望予以表彰。可是截至
记者发稿，仍没有找到“托举哥”。网
友对“托举哥”的身份有猜想，“四楼
阳台上有个简易木架， 一般是装修
师傅用木条木板自制的，‘托举哥’
可能是装修师傅。”湖南日报记者将
继续寻找“托举哥”，让这份正能量
传播开来。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网友： 隔离护栏横穿斑
马线，学生要绕行3公里

4月15日，有网友发帖称，长沙市雨
花区古曲南路砂子塘吉联小学校门口
的斑马线上多了一道隔离护栏，学生们
要绕行3公里才能到达校门口。 帖子发
出一天后，关注人数超过了1万。

4月17日上午， 记者来到网帖所称
的吉联小学校门口。在学校门前的古曲
南路上，记者看到，确实有一道隔离护
栏将斑马线拦腰隔断，只不过斑马线已
被铲除，仅仅留下明显的印痕。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原斑马线所在
的地方，没有红绿灯，学校出入口没有

“学生出入，车辆慢行”的提示牌，也没
有设置安装减速带。 而此处是一个坡
路， 从劳动东路方向的来车由于是下
坡，速度都比较快。

记者徒步从斑马线的一端沿着古
曲南路由南往北绕行，再从劳动东路路
口折返，到达马路对面的校门口，记者
步行时间差不多15分钟； 绕行距离，经
交警确认， 大约有1.5公里到2公里，而
不是网帖所说的3公里。

真相 ： 监 控 显 示 市 民
夜间开货车私设斑马线

周边居民告诉记者，这一路段不知
道什么时候冒出了斑马线，但原来斑马
线处确实有个人行缺口， 没有护栏。记
者随后咨询了城管部门， 工作人员表
示，因为不少车辆在此调头，造成交通
拥堵，便设置了护栏，安装护栏时并未
发现有斑马线。

随后， 记者采访雨花区交警大队得
知，一开始交警部门并不知道这种情况，
但是斑马线有隔离护栏，肯定不合理。经
调查， 该斑马线未经交警等相关部门审
批，为一处非法交通设施。并且，“从现场
看，斑马线比较新，应该是近期设置。”

雨花区交警大队工作人员调取监
控视频发现，4月1日晚8时左右，有人私
自设置了这条斑马线，当时施工方开了
一辆货车到现场，但由于是晚上，从监
控视频上看不清车牌号码。

4月16日下午， 交警部门得知情况
后， 于当天晚上将山寨斑马线铲除。交
警部门表示，将对在道路上私自设置交
通设施的行为展开调查，依法追究委托
单位及施工单位责任。

说法： 请给孩子们上学
留一条畅通的路

“从劳动路口绕行至少要多出15分
钟。希望相关部门能从人性化管理的角
度出发，提高管理效率，给孩子们上学
留一条畅通的路。”记者现场调查时，一
位吉联小学学生的家长向记者表达了
自己的心声。

针对市民的诉求，雨花区交警大队
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日将对周边社区、
学校、单位进行走访调查，了解群众需
求， 确有增设行人过街设施需求的，将
联合城管等部门优化交通设施。

“如果在学校周边设置斑马线，肯
定会配套设立信号灯、提示牌等相关设
施，如果是坡路还将设置减速带。”雨花
区交警称，在万家丽路施工期间，古曲
南路是万家丽路的一条重要分流通道，
如设立行人过街设施， 也会设置防护
桩，防止车辆在此调头造成拥堵。

集中受理
涉警投诉

长沙市民可用4种
方式进行举报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王
曦）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获
悉，即日起，该局将集中受理全市
涉警投诉处置工作，市民可通过4
种方式对涉警问题进行投诉举
报。

“你好，请问你对上次出警
服务满意吗？ 你觉得问题在哪
儿？ 有什么意见想提出吗……”
在长沙市公安局投诉中心和民
意调查中心， 记者看到，10余位
民警不断对外拨出电话，依据面
前电脑上显示的记录一一回访，
全神贯注，毫不马虎。该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该中心已
经试运行一个月，平均每天都要
拨打1000余通回访电话， 每位
民警每天需要回访六七十名群
众。

该负责人表示，从现在开始，
市民群众凡对于警方服务态度、
执法水平等涉警问题不满意的，
可用4种方式向市公安局反映情
况和投诉举报：拨打0731-110进
行电话举报投诉； 通过长沙市公
安局官方微博“长沙警事”进行网
络投诉； 通过长沙市公安局官方
微信“长沙警事”进行举报；通过
长沙市公安局门户网站（http:
//www.hncsga.gov.cn），点击进
入“局长信箱”栏目进行投诉。警
方将对各类投诉进行汇总甄别，
并采取电话回访的方式， 对所有
到公安机关办过事、 报过案的群
众以及全市的企业、 辖区群众开
展民意调查。

湖南 日 报 4月 17日 讯 （记 者
乔伊蕾 通讯员 陈海民）“现在通过
广播就能及时了解反腐动态，学习反
腐‘新规’，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意识
越来越强。”4月16日，新邵县潭溪镇
岩门村干部周祥生告诉记者。

去年以来，新邵县积极营造崇廉
尚廉、风清气正的氛围，全面推进农
村广播“村村响”工程，计划今年内完
成1个县级平台、15个乡镇平台、覆
盖70%左右行政村的农村广播系统
工程建设项目。依托有线电视网络传
输为主、无线覆盖为辅的方式，该县
投入资金260余万元在辖区内完成
了12个乡镇平台，在102个行政村安

装了1027台广播喇叭， 宣传党的惠
农政策、国内反腐动态、党风廉政新
规和农业科普知识等。有“湖南省诗
词之乡”之称的潭溪镇，还组织诗歌
爱好者积极创作廉政主题的诗歌，并
定时在广播中与廉政新规、歌曲等一
起播出，让村民常常都能感受廉政的
力量。

该县全面启动的“惠民广播”工
程为广大基层干部送去了“廉洁清
风”，干群关系更加融洽，干事创业氛
围良好。截至今年3月底，该县成功调
处各类矛盾纠纷8603件； 累计实施
180多个为民办实事工程项目，直接
受益群众70余万人。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李焱华 王芳

“龚老，我扶你到外面晒晒太
阳吧。”4月14日， 好不容易等来天
晴，4天前因急性肠炎入住泸溪县
人民医院的92岁的龚发良，在该县
合水镇踏虎敬老院院长龚义锦搀
扶下，走出病室。

龚发良无儿无女，2006年开始
生活在踏虎敬老院。 这次发病后，
龚义锦不仅租车把他送到县医院
治疗，还在病房陪护，洗脸、喂饭、
按摩、洗衣，忙完了老人的护理，自
己才悄悄地把妻子谭银燕送来的
药汤用开水温热，服下。

龚发良不知道的是， 两年前，
50岁的龚义锦就已经患上了肺癌，
在省肿瘤医院住院手术后，不顾家
人反对，再次回到敬老院，每天和
30多位老人一起生活。他说，放心

不下这里的老人。
从此，每天两次中药，妻子熬

好了送来。在龚义锦心里，照顾好
老人比照顾自己更重要。

为了让敬老院的老人伙食更
好、生活开心，2011年，龚义锦经过
反复征求意见， 决定开办一个农
场，喂猪、养牛、养鱼、种菜。

他一心扑在农场，没时间照顾
家里。当年12月，妻子约他回家，为
女儿置办嫁妆，可龚义锦说：“院里
的事正在节骨眼上， 我脱不开身，
家里的事你作主算了。”

经过努力，踏虎敬老院的农场
办得红红火火，猪、牛、鱼、羊，一样
不少，2亩菜地， 四季常青。84岁的
谭永良老人高兴地说：“早鱼晚肉，
荤素搭配，比在家吃得好多了。”

老人们觉得眼下过的是神仙
般日子， 不用再为以后的事着想
了，可龚义锦认为必须抓紧分分秒

秒考虑长远。他拖着病体规划着把
敬老院住房改建成电梯房。

为此， 院里去年投入30万元，
建设机制木炭厂房， 生产木炭，供
应全县敬老院，这样能够获得一笔
不菲的收入。用这些钱，敬老院建
起了健身室、棋牌室、洗衣房、洗浴
间，整治了草坪、花台等，生活环境
大为改善。

龚义锦说：“照这样发展下去，
在不久的将来，改建电梯房的梦想
是可以实现的。有了电梯，老人们
上下楼就方便了。”

敬老院里人人爱着龚义锦，有
一次几位老人过集体生日，食堂准
备开餐时，龚义锦看见几头肥猪撞
烂猪圈跑了，便马上去追，折腾1个
多钟头才回来，老人们也就在那里
等。当龚义锦坐回座位，问起怎么
不趁热吃饭时，向银兰、谭永良等
老人回答道：“你在，才像过生日！”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李勇
通讯员 罗倩妮 张选果) 当你看到

“Panlsonic”、“SIEMENIS” 时，你
想起了什么？是不是想起了“松下”
（Panasonic）、“西门子”（SIEMENS）
这两个国际品牌？是，很容易混淆。
株洲人黄某就打起了卖山寨品牌
的歪主意。近日，株洲市天元区检
察院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对黄某提起公诉。

2010年开始， 黄某在某公司
做业务员， 推销某品牌开关和插
座，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山
寨“松下”、“西门子”等品牌的开
关和插座。 他发现这些山寨商品

价格便宜， 就找相关人员拿了资
料和样品， 开始尝试推销给自己
的客户。经过一段时间，他觉得这
些山寨商品卖得不错，有利可图，
就辞职离开了公司， 专职推销仿
造品。

2012年4月，黄某来到长沙，用
姑父的名字租了一套房作为仓库，
又以每月1500元的价格雇佣了姑
妈管理仓库、收发货品。黄某自己
则开车去跑市场， 找店铺推销。因
为价格便宜，很多商家接受了黄某
的产品。截至案发，黄某销售山寨
货品金额合计56万余元，公安机关
扣押尚未销售的山寨货品共计12

万余元。
“我知道这是山寨货品， 但松

下、 西门子的英文标识为‘Pana-
sonic’、‘SIEMENS’,我的货品标注
的都是‘Panlsonic’、‘SIEMENIS’。
标识不一样，我就觉得没关系，顶多
是看起来像。”黄某供述，他推销时
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检察机关认为，黄某销售的商
品与注册商标使用了近似名称，足
以造成购买者误解。明知是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仍进行销售，且销
售金额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
应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追究刑事责任。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李勇
通讯员 赫桓）用信用卡刷卡消费后，乘
营业员不备操作POS机取消交易，套取
财物22000元。近日，犯罪嫌疑人杨某被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
骗罪批准逮捕。

2月17日， 犯罪嫌疑人杨某伙同白
某等3人来到岳阳市区步行街某手机
店。按照事前分工，白某先进入店内与
营业员交谈，提出刷卡购买两部苹果手
机，并要求多刷10000元以套现。刷卡
消费后，营业员将手机和10000元现金
交付白某。此时杨某与一名同伙进入店
中，谎称要购买手机，分散营业员的注
意力， 白某乘机在店里POS机上进行

“取消交易”操作。待营业员感觉情况不
对时，杨某、白某等三人早已在另一名
同伙的接应下乘车扬长而去，最终导致
商家损失22000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已被批捕，另
外三名同伙也正在抓捕之中。

办案检察官介绍：POS机具备“取
消交易”功能。即在同一台POS机上，使
用同一张卡，点击“取消”按键，可以将
之前的消费撤销，所消费金额将返还到
该卡上。该操作的有效时间是在当次刷
卡消费到次日零时，而取消交易在POS
机的后台并不会及时显示。犯罪分子常
常利用“取消交易”功能来达到诈骗目
的。

三湘风纪
省纪委、湖南日报联合主办
邮箱：qiaoyilei2013@qq.com

96258 记者在你身边

网曝：斑马线被护栏“拦腰截断”致学生绕行3公里；交警
调查发现：斑马线未获批连夜将其铲除———

请给孩子们留一条
畅通的上学路

湖南 日 报 4月 17日 讯 （记 者
乔伊蕾 通讯员 邹太平 谭必清）“州
审计局原副局长黄大健，涉嫌贪污、受
贿，已移送司法机关；吉首市原副市长
周顺新收受他人贿赂，贪污公款，数额
巨大，已移送司法机关……”近日，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该州8件反面
典型案例的剖析为主要内容， 对500
多名党员干部进行了警示教育。

从去年开始，自治州纪委将每年
4月定为“党纪法规在我心中”警示教
育巡讲月，组建4个巡讲团，由州纪委
常委带队，分赴全州9个县市区及56
个州直单位，分片分区开展警示教育
巡讲活动，以剖析典型案例对党员干
部进行警示教育。巡讲对象突出副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特别是以各级党政
“一把手”为重点，延伸到重点领域、
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

周顺新在担任吉首市公用事业
管理局局长和吉首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
利益，收受他人贿赂，贪污公款数额
巨大。2014年10月，州纪委将他违法
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
任。“周顺新是我同事，他的案例对我
触动很大，也给我们敲了警钟，我们
一定会引以为戒，守住底线、不碰红
线！”参加完此次警示教育，吉首市干
部石阳清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以来，全州
有近5万名党员干部接受了警示教育。

自治州：两年警示教育近5万人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刘从武） 今天上
午， 宜章县2台公交车一上路，就
引起路人关注。这两台车的车头、
车身上，分别贴着大大的“宜”字
印章和“刘真茂号”、“袁贤光号”
等字。看到这两个熟悉、亲切的名
字，市民纷纷点赞。

刘真茂、袁贤光是宜章好人。
今年68岁的刘真茂被誉为大山卫
士，义务护林32年，获得第四届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全国首届雷
锋奖等荣誉；82岁的袁贤光被称
为“义工一号”，先后带动5万多志
愿者助人为乐， 被评为全国离退
休干部先进个人、孝老爱幼之星、
中国好人等。近年来，宜章县以这
些身边好人为榜样， 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
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形成了“好
人宜章”现象。

宜章县副县长谷文中告诉记
者，这次公交车以刘真茂、袁贤光
命名，是学习好人的又一次实践，
目的是要让公交车工作人员以他
们为榜样，为市民提供更好服务。
“这次能被挑中命名很幸运，今后
一定要更好地工作， 让市民满
意。”驾驶“刘真茂号”公交车的司
机彭方敏激动地说。

新邵：“惠民广播”送“廉洁清风”

警惕：POS机的“取消交易”骗局

一名4岁左右的女孩被卡在5楼阳台护栏夹缝中，头部和身子已经出了护栏，命悬一线。此时，一名男子
爬上护栏托举着女孩，直到消防队员前来救援。小女孩被救后，“托举哥”默默离开。4月16日下午，湘潭市雨
湖区莲花街上演了这感人的一幕。而至今，“托举哥”依然身份不明，网友发起了寻找“托举哥”活动———

“托举哥”，你在哪

好人名字
命名公交

“你在，才像过生日”

商标形似“松下”“西门子”
株洲一男子销售山寨开关被起诉

据网媒报道，云南有名奇葩“碰瓷男”施某某，是交警的“老熟人”了，6年间涉嫌“碰瓷”9次，每次都毫
无“新意”地伤了右脚。 漫画/刘谦

另眼内参 酒鬼内参酒联合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