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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王玖华 王威群 谢展南

3月14日，寒气逼人。记者来到双
峰县花门镇黄山村，还未落座就被村
民围住，大家七嘴八舌讲述着好人杨
展培的故事。30多年来， 杨展培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地孝敬非亲非故的五
保老人，日子过得清贫艰辛。可他无
怨无悔，演绎出一段感天动地的孝老
传奇。

把五保老人接进家里供养
杨寿清和陈贤秀是村里一对五

保户夫妻。他们无儿无女，住在两间
破旧的土砖房里。 杨展培中学毕业
回家后， 就把孝敬两位老人当成自
己的义务。只要两老有什么事，不管
多忙，他都会赶过去，嘘寒问暖、洗
衣做饭。 两老逢人就夸：“展培比亲
孙子还要亲！”2005年， 两老住的土
砖房在一次大风雨中倒塌， 心急如
焚时，杨展培赶过来了，拉着两老住
进自己家里。从此，杨展培与两老同
吃住，且特别孝顺，就像待自己的爷
爷奶奶。

杨寿清、 陈贤秀都爱喝点酒，为
了让他们过得开心，杨展培专门配置
了一套煮酒工具，每月至少煮10公斤
米酒。 还将两老的1.5亩田种上双季
稻，将稻谷换成钱，存入他们的银行
账户。

“爷爷”生日、丧事都由他操办
1986年，“爷爷” 杨寿清满60岁

时，杨展培特意做了10个菜，给他过
生日。生日后第2天，杨寿清从楼上摔
下来，杨展培立即将他送进县骨科医
院住院治疗。“前前后后半个月，都是
展培服侍的，5000多元医药费也是他
垫付的。”邻居王雪花说。

从2005年起， 每逢两老生日，杨
展培都请来村干部、邻居和亲友欢聚
庆贺，酒席办得丰盛隆重，费用都是
杨展培出的。

2012年底，杨寿清病重。每次医
生来， 杨展培都要守着老人打针输
液，药费都由杨展培支付。杨寿清患
病10个月，杨展培白天黑夜陪护了10
个月。次年9月初，杨寿清病故。出殡
时，杨展培披麻戴孝，捧着“爷爷”的
遗像，一跪一叩首。村民家家户户燃
放鞭炮，主动加入送葬队伍，让老人
走得风风光光。

得知他在手术台，
“奶奶”失声痛哭

杨寿清老人病故后，80岁的陈贤
秀老人也瘫痪了。卧床4年来，每夜要
起身好多次，杨展培每天为“奶奶”接
屎端尿、洗澡、换衣、喂饭。他自己心
脏也不好， 前几年做了两次大手术，
搭了3个支架。2012年，杨展培45岁生
日那天， 他正在长沙动手术，“奶奶”
陈贤秀打电话给他祝贺生日，得知他
在手术台上，急得失声痛哭。

陈贤秀瘫痪后， 累坏了杨展培。

只要“奶奶”身体不适，不分白天黑夜，
他就往镇医院送。村民赵算芳说：“‘奶
奶’每年要住院10多次，展培要请人服
侍，‘奶奶’还会发脾气，可见‘祖孙’俩
的感情多么深，真是世上少有。”

“奶奶”听说去敬老院，
大动肝火

2005年把老人接进家门后，杨展
培一心扑在服侍“爷爷奶奶”的“岗
位”上，从未离过家。他弟弟在厦门做
生意，要他去帮忙。他说：“‘爷爷奶奶’
身体这么差，我哪能去呀！”杨展培的
妻子也非常支持丈夫，要展培在家里
尽心侍奉老人， 自己独自去厦门打
工。2个小孩读书的费用和家里的开
支，都是妻子辛辛苦苦赚来的。

村干部赵雪华指着杨展培家破
旧的房子说：“如果舍弃‘奶奶’，他家
的新房早该建好了。”2015年，镇里准
备安排杨展培到镇敬老院上班，还准
备接“奶奶”陈贤秀去敬老院安度晚
年。但“奶奶”大动肝火：“就是死了，
也要死在家里！”杨展培没有办法，每
天骑着摩托车两头跑，工作、侍奉“奶
奶”两不误。

“说来惭愧，七尺男儿还要妻子
打工支撑家。但只要‘奶奶’还有一
口气，我就要陪护到底。”杨展培坚
定地说。

■点评

俗话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可杨
展培连续30多年，悉心照顾两位非亲
非故的五保老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特别可贵的是 ，他始终把老人当
亲人 ，发自内心地孝顺老人 。年深日
久 ，老人也把他当成了亲孙子 。杨展
培对两位老人的至孝与大爱感天动
地，令人肃然起敬。真诚祝愿杨展培：
好人一生平安！

� � � �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沙兆华）3月16至17日， 全省加强
律师工作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建
设座谈会召开， 对进一步推动我
省律师事业健康发展提出要求。

近年来， 我省加强了律师队
伍执业监管，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律师行业惩戒工作的
实施意见》，有效促进了全省律师
行业惩戒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记者从座谈会上获悉， 党的领导
是推进律师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
根本保证，今年，全省将加强各地
律协党组织建设， 夯实基层律所
党组织，力争在年底前完成“四个
100%”的目标，即凡有3名以上正
式党员的100%单独建立党组织，
党员人数不足3名的100%建立联

合党组织， 从业人员30人以上的
律所100%有党组织， 没有党员的
100%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

今年， 还将强化律师执业活
动监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律
师协会将对违背律师执业“三条
底线”、 严重违反执业规范的，坚
决按照律师法和有关规定严肃查
处。开展“违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
行动”， 重点整治私自收案收费、
虚假宣传、 不实炒作和律师事务
所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经营活动、
超范围执业等行为。 严肃查处非
律师人员以律师名义开展律师业
务行为。 严禁律师事务所或律师
未经批准，擅自以“律师协会”“律
师联盟” 等名义从事法律服务相
关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伍洁 张雪珊

3月13日晚， 公益歌曲《拯救之
旅》 在邵阳市双清区举行发布会。歌
词创作者是双清区人、被称为“大爱
母亲”的汤慧。汤慧是一位自闭症患
儿的养母，3年来，她为了治好养子兵
兵的病，不惜放弃婚姻和工作，倾尽
所有，奔波万里四处求医。她的事迹，
感动了无数人。

汤慧用心血和深情创作《拯救之
旅》， 旨在唤起更多的人关注自闭症
患儿。

求医路途坎坷
今年42岁的汤慧以前经营一家

小服装店，日子过得还算宽裕。由于
丈夫身体原因， 她一直没有孩子。
2011年4月， 她和丈夫收养了被遗弃
的男婴兵兵。

兵兵给汤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
然而好景不长，在兵兵2岁时，原本会
一点语言的他突然出现语言功能退
化，到后来变得完全不与人接触。由于

对自闭症不了解， 汤慧开始并没意识
到这是一种病。随着时间流逝，兵兵的
病情加重， 出现了回避目光、 不会沟
通、重复机械行为、踮脚走路等情况。

2014年3月， 汤慧和家人带着兵
兵去省儿童医院做了检查，诊断为重
度典型自闭症。医生告诉汤慧，目前
在医学上自闭症很难治愈，也许孩子
得有人照顾一辈子。汤慧听后，瞬间
懵了。

为了治好兵兵的病，汤慧不顾家
人劝阻，关了小服装店，独自带着兵兵
踏上了漫漫求医路。这期间，她了解
到自闭症黄金治疗时期是2至6岁，而
兵兵正好在这个区间。她决定在近年
内，让兵兵得到最好的康复治疗。“我
不能放弃这个孩子， 如果我放弃了，
那他以后也许就废了。” 汤慧忧心忡
忡地说。

面对治疗康复这个无底洞，丈夫
要求汤慧放弃，否则分道扬镳。丈夫
的冷漠伤透了汤慧的心，为了拯救兵
兵，她万般无奈选择了离婚。

此时，兵兵的病情已发展到双脚
不能站立行走、双手僵硬无力。体重

不足45公斤的汤慧，一个人背着不能
走路的兵兵跑遍省内及上海、 广东、
安徽、四川等地的大医院，药物治疗、
康复训练、 心理治疗等方案试了个
遍，虽然收效甚微，却从没停下求医
的脚步。两年时间里，她花光了自己
和家人的12万元积蓄， 还负债累累。
为节省资金给兵兵治疗和补充营养，
汤慧有好几个月以豆腐乳作自己的
主菜。

大爱感动众人
2015年3月， 汤慧向母亲和弟弟

借款7万多元，背着兵兵去北京治疗。
经3个多月康复治疗， 原本不能站立
行走的兵兵能下地走路了，这让汤慧
重燃希望。但是，7万多元借款在几个
月后全部花光，兵兵的病情刚有所好
转，又将面临中断治疗，这让汤慧心
急如焚。

上帝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会打开
一扇窗。康复治疗期间，兵兵尽管不
太会说话，但表现出绘画的特长。他
不但可以画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还
画出了很多奇异的东西， 得到不少

人赞赏。
兵兵在邵东县做康复治疗时，当

地美术老师黄泸州得知他有绘画的
爱好和天赋后， 专程跑来进行指导。
同时，邵东心理医生王桂香也多次为
兵兵进行心理疏导。为了帮兵兵筹集
后期治疗费用，去年7月，这两位热心
人及其他志愿者策划组织，在邵东县
昭阳公园举办特殊画展义卖活动。兵
兵的40幅画作被爱心人士买走，筹集
到爱心款8600元。

如今，亲子对话、身体按摩、练字
绘画、户外接触，成为汤慧每天训练
兵兵的必修课。经3年细心照顾，兵兵
重度典型自闭症已转变为轻度自闭
症，生活基本能够自理，有时还能开
口与别人进行简单交流，绘画水平也
得到进一步提高，这让汤慧进一步看
到了兵兵康复的曙光。

由于缺少继续在医院治疗的资
金，汤慧想尽快筹集3万多元，购买一
台脑循环机， 邀请和兵兵一样的自闭
症儿童，到她家里进行免费治疗。她还
想制作一套自闭症教学视频， 分享给
和她一样的母亲，让她们少走弯路。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胡益 钟真

【判决结果】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猪

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肉食
品， 其质量安全更是不容忽视。3
月13日，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私自开设生猪屠宰场、
无证屠宰生猪案件， 一审以非法
经营罪判处主犯杨某某有期徒刑
11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同时， 将其非法获利所得人民币
5.1万元依法予以没收。

【案情回放】
2016年2月至8月 ， 杨某某

在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街道某
房屋私设屠宰场 ，在未办理任何
相关手续的情况下 ，其本人负责
购进生猪和批发销售猪肉 ，同时
以每宰杀一头生猪给26元的薪
酬聘请王某 （另案处理 ）为其屠
杀生猪 ， 共私自屠杀生猪1301
头 ，非法经营数额达400余万元 ，

每头生猪获利60余元， 扣除王某
工资2.7万元，杨某某获利约5.1
万元。

2016年8月2日凌晨2时许 ，
执法机关查获该私设的屠宰场 ，
并抓获王某， 现场查获已屠杀生
猪肉383公斤、 未宰杀生猪11头。
2016年12月16日，杨某某被公安
机关抓获。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法官胡益认为，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生猪屠宰条
例》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生猪定
点屠宰、 集中检疫制度。 未经定
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生
猪屠宰活动。但是，农村地区个人
自宰自食的除外。本案中，杨某某
未取得国家畜牧部门批准， 私设
生猪屠宰场，扰乱市场秩序，情节
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温馨提示】
国家之所以规定定点屠宰是

为了保障生猪的质量安全， 保证
食品安全。以身试法，必被法惩。

� � � �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熊卫民） 劫车杀人
后，改名换姓潜逃16年，经过打拼，
成为拥有千万元资产的富翁。3月
15日，犯罪嫌疑人李某被岳阳市公
安局云溪区分局民警缉捕归案。

2000年11月8日下午，岳阳市
云溪区出租车司机沈某被人骗至
湖北省石首市， 遭到杀害并被抛
尸长江。 云溪区警方迅速展开侦
查， 查明犯罪嫌疑人是云溪区人
李某、华容县人刘某、陈某。警方
先后将刘某、陈某抓获。但李某像
从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

16年来， 缉捕李某的工作始
终没有停止。去年底，民警在“三
实信息”采集过程中，获得一条重
要信息： 李某藏身在广州市开公
司。经3个多月秘密侦查，民警锁

定了李某的藏身地点。3月 8日
晚， 民警在广州市一家茶楼将其
抓获。

面对缉捕民警， 李某如释重
负， 将自己16年来提心吊胆的生
活和盘托出。逃亡前10年，他终日
惶恐不安，用读书来缓解恐慌。自
学了中山大学管理专业和西北大
学建筑专业的教材。先后在云南、
上海、 浙江等地数家跨国公司和
国内大公司打工， 多次获得出国
学习深造的机会。 为防止身份暴
露，他只能放弃出国机会。在这期
间，他认识了一个温州女孩，两人
结婚生子。后来，李某又逃到广州
开公司做生意， 赚下了千万元资
产，买了名车、别墅。就在他沉浸
于幸福生活当中时， 警方从天而
降，一副手铐铐在了他手上。

促进律师行业健康发展

今年全省将重拳整治
违规执业行为

以案说法

无证私宰千头生猪
主犯获刑并处罚金

潜逃16年终落网
“千万富翁”现原形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祖孙”情深
———好人杨展培孝敬五保老人的故事

� � � � 2016年9月23日，杨展培（左）为“奶奶”洗脸。 王玖华 摄

为治好养子的自闭症，她放弃婚姻和工作，倾其所有———

“大爱母亲”的万里“拯救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