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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在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高云村， 有一家爱
心超市，里面柴米油盐样样俱全。这个爱心超市的
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对外卖商品，只给困难群体送
物资。

“爱心超市运行近10年来，每年向贫困户送出
物资10多万元。”3月21日，爱心超市的创办者、小
蜜蜂义工协会会长杨士泉告诉记者。

30年前，杨士泉是从河南来到长沙的流浪儿。
2005年以来，他发起成立小蜜蜂义工协会，自掏
300多万元帮助弱势群体， 并带动了上千人参与
到公益活动中。他先后荣获“中国好人”、湖南省
“最美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自掏300多万元做公益
杨士泉是河南固始县人。1987年，14岁的他

流浪来到长沙。找不到工作，就在如今的天心区暮
云街道高云村一带打零工，混一碗饭吃。

1988年春节前，寒风凛冽，一个与他年龄相
仿的女孩，看到杨士泉被冻得哆哆嗦嗦，从家里拿
了一床棉被给他。没想到因此结缘，后来他们成了
夫妻。几天后的正月初五，一个工友路过时，看到
杨士泉孤苦伶仃，心生怜惜，“走，上我家去！”杨士
泉在工友家一直住到正月十五。

“高云村的老百姓给了我很多爱。”回想起来，
杨士泉至今还感动不已。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杨士泉学手艺，自己
创业办加工厂，手头渐渐宽裕了起来。后来，加工
厂被征收，他在高云安置小区分到了房子，转而从
事建筑业。

日子过得红火起来，对于曾经受到的恩惠，杨
士泉时刻不忘。2005年的一天， 他对妻子说，“我

想为社会做点事，从积蓄里拿出200万元做
公益。”看到身边一些人富起来后，沉湎于打
牌赌博，而丈夫行正道做善事，妻子很高兴：

“我支持你。”
没有场地，他就腾出自己的安置房作为

办公场地。协会越来越大，日益规范，如今他
用于办公场地的安置房达700多平方米。12
年来， 小蜜蜂义工协会共支出480万元，其
中80%的资金是杨士泉自己掏的，约合300
多万元。

12年来长期帮扶100多人
新化县的女学生刘洋， 今年读高二。在

她读小学二年级时，杨士泉就开始对她进行
资助。

2016年3月，刘洋给杨士泉发了一条短
信：“我们班的班长成绩非常好，是一个阳光
男孩，然而，因为家庭贫困，父母多病，准备
要退学。 我知道您是一个极富爱心的人，我
现在的家庭环境已经慢慢好转，所以我希望
您中止帮助我， 把给我的学费给我们班长，
为他圆梦，可以吗？”

读完短信，杨士泉很是感动，他把刘洋
的短信发在了微信朋友圈，10多个朋友纷
纷“私信”他，表示“一个都不能少，那位班长
的资助交给我”。后来，平安保险的两位志愿
者，共同承担起男孩子的学费和学杂费。

在杨士泉的办公室里，有两面墙壁列出
了12年来长期帮扶的对象，共100多位。如，
杨士泉对住在高云安置小区的残疾人杨发
春，已经帮扶了11年。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和新化县，杨士泉带领小蜜蜂义工协会的
志愿者们长期资助的孩子有27位。

带动1700多人参与公益
有一次，杨士泉在外地出差，接到了一个

退休干部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暮云街道高云村
邹俊杰一家，住在破烂的仓库里。邹俊杰妻子
是残疾人，他生活过得不如意，有些自暴自弃。

回到长沙后， 杨士泉马上就去了邹俊杰
家，进门就闻到一股霉味，两个孩子眼神透出
的无助，让杨士泉深受震动。他叫来建筑队的
施工员， 要他们和邹俊杰商量找一块宅基地，
一个月内建一座房子。他还对施工队伍提了一
条要求：不能吃邹俊杰家一顿饭。最后，140平
方米的平房，27天完工，9万多元全是杨士泉掏
的。

第二年，邹俊杰过生日的时候，把杨士泉
两口子请去吃饭。席间，邹俊杰夫妻带着孩子
突然跪在杨士泉夫妻面前，泪流满面地说：“谢
谢你们，是你们给了我生活的信心。”

受到杨士泉影响，邹俊杰也加入到小蜜蜂
义工协会，并坚持每年义务献血。他说：“我无
法像杨会长一样给别人带去温暖和帮助，但我
还有一腔热血可以奉献。”

小蜜蜂义工协会成立之初仅13个人，12年
里参与协会活动的志愿者达1700多人，其中长
期参与的有400多人。 小蜜蜂义工协会有一个
微心愿平台，专门征集特困人群、留守儿童、环
卫工人、孤寡老人的小心愿，再动员社会力量
为他们圆梦。2016年，通过微心愿平台，为500
多人实现了微心愿。 有一次发出59个微心愿，
半个小时就全部被认领完。

近5年，他每年有200多天和小蜜蜂义工协
会的伙伴们在一起。“小蜜蜂成了我生活中最
重要的事。”杨士泉说。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常研

【判决结果】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

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件。 长沙市河西一名
大学生在饮酒后游泳淹死， 法院判令酒
友黄某、 王某各承担10%、5%的赔偿责
任， 死者魏某某自行承担85%的责任，另
一酒友黄某某不承担责任。

【案情回放】
2016年7月23日晚， 死者魏某某到

黄某处玩耍，黄某便联系王某、黄某某一
起宵夜喝酒。 酒后，4人结伴至一湖边游
泳，魏某某溺水身亡。

经查明，死者魏某某与黄某、王某系
朋友关系。黄某某系受邀参与活动，之前
与死者并无交往。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法官郭庆栋认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
成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
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
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造成残
疾的， 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
残疾赔偿金。 造成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
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本案中， 死者魏
某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自知
水性不佳的情况下， 深夜饮酒后游泳，
其自身安全意识不强， 应承担主要责
任。黄某作为活动的发起者、参与者，对
死者水性不熟悉， 并在游泳过程中未尽
到注意义务， 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王
某作为活动的参与者， 也应承担相应的
责任。 而黄某某作为受邀者， 之前与死
者并无交往， 无法得知死者水性等情
况，不应承担责任。

【温馨提示】
游泳健身是好事，但酒后游泳则犯了

大忌。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不能大意。

中国曲协研讨班
在长沙开班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曹梦佳）“中国曲协第17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十次文代会重要讲话
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近日在湖南宾馆举
行。 来自中国曲协的会员以及曲艺界的骨干近
200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次专题研讨班为湖南的曲艺界提供了平
台。 如此大规模的专题培训在湖南是首次，培训
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 理论，学
习文艺界的先进典型，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 � �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袁
薇）昨日，记者从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了解到，
该校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亚历山大一世皇帝
交通大学合作举办的铁道机车专业、城市轨道交
通车辆技术专业、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3个高等
专科教育项目获得教育部批准，今年正式开始招
生。

据悉，3个专业的招生对象为具有当年国家
高考资格的考生，并通过高招计划内录取，学制3
年，每个专业每期招生人数为40人。所学外语为
俄语，被录取的学生，将按照合作双方共同制定
的培养计划，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成绩合格者，
将取得湖南铁道职院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和俄
方颁发的学业证书。另外，学生达到俄方相关入
学要求的，第三年、第四年还可自愿选择到俄方
交流学习，达到毕业要求，可颁发圣彼得堡国立
交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据了解，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国立亚历山大
一世皇帝交通大学始建于1809年，是俄罗斯历史
上第一所交通院校。

� � �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胡飞云 戴佩群）昨天下午，湘潭市
岳塘区火炬学校大礼堂内音符飞扬，高
端、大气的交响乐时而激昂交错，时而深
沉低婉。这是省文化厅主办，省交响乐团、
岳塘区文体局承办的省文化厅2017双送
活动惠民演出现场。在这里，艺术家们用
精湛的技艺为1000多名师生献上了一场
交响乐盛宴， 也给为期两天共9场的惠民
演出画上了句号。

本场音乐会在一曲欢快活泼的《春
天》中拉开序幕，清新优美的乐章如春风
般轻轻拨动观众的心弦。之后，歌手们以
清唱的方式配合交响音乐演绎了《一杯美
酒》《共青团之歌》等曲目，浑厚的嗓音伴
着华丽的演奏，用别样形式感染着在场观
众。紧接着，《梁祝》《雷鸣电闪波尔卡》《花
好月圆》《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一曲曲风格

不同的中西曲目交相演绎，让观众们沉浸
于高雅艺术的氛围当中。

音乐会中，省交响乐团团长兼首席
指挥肖鸣还“见缝插针 ”，用提问的方
式和学生们互动， 在欢乐的氛围中为
大家穿插介绍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弦
乐器和打击乐器的发音原理及音色特
点， 讲解欣赏交响乐的礼仪和相关专
业知识。

据了解， 省交响乐团于20日、21日两
天时间， 为岳塘区居民带来了9场惠民演
出。演出均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在欣赏
高雅艺术的同时， 为观众普及音乐知识。
活动旨在将“高雅艺术进校园”“演艺惠
民”等系列演出活动常态化，有效推动全
省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艺术产业的发
展，增添城市高雅艺术氛围，创建和谐美
好的城市文化生活。

从流浪儿到“中国好人”
———记天心区小蜜蜂义工协会会长杨士泉

大学生酒后游泳溺亡，
酒友该担责么

� � � �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向晓玲 ）“粉墙花影自重重，帘
卷残荷水殿风……”3月17日至21日，湖
南卫视拍摄组专程来到泸溪县浦市镇
拍摄辰河高腔宣传片。在浦市古镇万寿
宫景区，辰河高腔剧团的演员们正在表
演经典剧目《懒画眉》。

辰河高腔是以曲牌体和词牌相结合
的声腔综合体的声腔音乐， 曲腔幽雅，
以婉转悠扬见长，表演朴实，富有乡土
特色。据记载，辰河高腔发源于泸溪县
浦市镇，在泸溪、沅陵等沅水中、上游流
域广为流传。1998年法国巴黎国际艺术
节上， 辰河高腔的演出引起强烈反响，

被誉为“东方艺术的瑰宝”“中国戏剧的
活化石”。2006年5月20日，辰河高腔经
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泸溪县文化部门负责人介绍，全县
通过开展各类非遗活动、编纂非遗校本
教材、开设非遗专业课程、强化非遗相
关学术研究等方式，积极推进非遗进校
园、进村庄、进圩场，已形成以县辰河高
腔传习所为中心，洗溪镇峒头寨、石榴
坪乡兰村等一批业余辰河高腔剧团为
延伸点的民间立体传承体系。 近日，已
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辰河高腔》一
书。

以案说法

湖南铁道职院
中俄办学项目获批

岳塘区：高雅艺术走进百姓家

泸溪县：辰河高腔享誉国内外

� � � � 3月22日，为期10天的《融合的宁静———树石恋胡蓉个人作品展》在
长沙禾马艺术馆举行，展出我省年轻艺术家胡蓉近50幅钢笔纸本画、铜
版和锌版蚀刻版画，作品均以树和石头为素材。展览免费对市民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感受
“树石恋”

� � � �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通讯员 王明义
胡丹丹 记者 段涵敏）近日，一位湖北汉子怀
着感激之情，专程来到湖南省临澧县中医院，
给该院脑肿瘤研究所的周岁华送去一面锦
旗。

这位湖北汉子叫许明松，47岁， 武汉市
人。2016年4月，许明松不幸得了脑肿瘤，手术
后仍不见好转，医院动员他再次手术。许明松
不愿再次开刀，便慕名到临澧求治，周岁华热
情接待了他，并运用祖传药方为其治疗。住院
期间，为方便许明松的饮食调理，周岁华把他

接进自己家中，为他安排一间舒适的家庭“病
房”。许明松在周岁华家里住了4个月。医患成
了“兄弟”。

此次，许明松专程来临澧谢恩，塞给周岁
华一个大红包，被婉拒。

把病人当亲人，是周岁华父亲、老中医周
昌安临终时的叮嘱，也是周岁华的行医准则。
他常常为农村五保户、城镇低保户、60岁以上
老人及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免收挂号费、出
诊费。据统计，他每年都要拿出4万元扶贫济
困。

� � �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熊灿 )长沙市雨花区“民意快线”
工程又推新举措———开设群工大讲堂。 3
月17日，11位首批特约讲师受聘，标志全
省首个群工队员培训师资库建立，群工大
讲堂正式启动。

2015年，雨花区实施“民意快线”工程，
快速解决老百姓各种民生问题。 两年来，该
区先后建立164个社区群众工作站，2000多
名干部深入基层，6批次解决民生问题7424
件，承诺办事900余件，深受好评。 该区群众
工作考核连续两年获评长沙市第1名。

据雨花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周海毅
介绍，该区开设群工大讲堂，旨在围绕“民
生问题解决、 创新工作方法、 服务基层一
线”等开展主题培训。 讲堂分为理论讲堂、
实践讲堂、流动讲堂和长效讲堂。其中理论
讲堂以“基层需要什么给予什么”为导向，
聘请一批群众工作方面专家， 重点开展集
体经济发展、群众工作经验包装、群众工作
宣传、民生问题甄别、群众文化活动组织、
社会组织建设、 法律政策咨询服务等系列
辅导课程， 定期组织全区群众工作队员集
体学习，提升群众工作水平。

雨花区：群工大讲堂正式启动

医患变“兄弟” 千里送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