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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范莹

还有一天就是传统端午节，还
有一个多星期， 女儿就要走进高考
考场。

然而，死神无情。 5月29日11时
45分许，在执勤中被冲关汽车撞倒、
重度昏迷7天的洪江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民警段祖连， 带着对工作的无
限眷念，带着对家人的万般不舍，永
远地走了，年仅48岁。

当交警10年，段祖连用热血和
生命谱写了一曲人民警察为人民的
英雄赞歌。

“我今晚要忙到半夜，
你记得去接女儿”
5月29日， 事发路段依旧喧哗

热闹。
“祖连出事时，我就在他身后几

米远。”洪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
申自良告诉记者。

5月22日18时左右， 段祖连吃
完晚餐去上班。 妻子陪他从家里走
到了洪江市区的芙蓉路。

“我今晚要忙到半夜，你记得去
接女儿。”妻子回忆，临别前，丈夫这
样叮嘱她。

没想到，这一别成了永远的痛。
19时30分左右，段祖连在芙蓉

路佳惠超市路口， 参加当晚大队组
织的“百日会战”夜查集中行动。

20时左右，路口左转弯信号灯
显示红灯， 段祖连和申自良示意一
辆即将进入左转弯车道的东风牌小
车停车接受检查。 小车驾驶员无视
交警的示意，违法闯红灯掉头，在交
警再次示意后， 驾驶员开启右转向
灯减速准备靠边停车。

段祖连走上前， 引导驾驶员靠
边停车接受检查。这时，驾驶员突然
向左变更车道猛踩油门。 受车身挤撞
失去平衡的段祖连被车辆带倒在地，
卷入车底，双腿被车轮重重碾过……

目前， 犯罪嫌疑人聂某某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干上了警察，就得努力，
就得付出”

在洪江市交警大队， 说起段祖
连，同事习惯称他为“段劳模”。

“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半夜三更，
只要一个电话， 老段总是第一时间
出现在事故现场。”洪江市公安局党
委副书记、交警大队大队长蒋军说，
段祖连是名副其实的“老黄牛”。

“既然干上了警察这个职业，就
得努力，就得付出。 ”段祖连在日记
本上写道。

“他是个工作狂。 ”与段祖连搭
档多年的申自良流着眼泪说， 他比

段祖连大8岁，每次出警，段祖连总
是冲在前面，重活累活抢着干。

去年9月14日9时，烈日炙烤着
大地。在洪江市黔城镇小江村路段，
一辆载着3人的小型拖拉机因驾驶
员操作不当发生侧翻， 驾驶员被压
在拖拉机下。接警后，段祖连和申自
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他怕我身体吃不消，让我做笔
录等轻松一些的工作。 ”申自良回忆，
在处理事故的3个多小时里，段祖连
顶着烈日， 和其他救援人员一起抬
拖拉机、抢救伤员，一直忙到12时
多。这时手机上传来事故处理通知，
顾不上吃饭， 段祖连又赶往下一个
事故现场。

“我早到一分钟，事故车主就少
焦心一分钟，挽救生命、财产损失就
多一分希望。 ”段祖连曾说。 翻阅大
队考勤本，段祖连多年来都是满勤。
同事胡祖华介绍，去年下半年，段祖
连颈椎病发作，痛得头都无法直立。
同事们劝他住院治疗， 段祖连说：

“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我休假了，工
作怎么办？ ”最终，他自己买了一个
理疗仪， 晚上自己在家按摩缓解痛
楚。

“如果没有段祖连，
我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如果没有段祖连，我恐怕早就

不在人世了。 ”说起段祖连，洪江市
江市镇里坪村五保户杨思寿老泪纵
横。

去年3月，70多岁的杨思寿在
集市上被一辆无牌无证轿车撞伤，
被送入医院治疗。 肇事者因家贫无
力支付医疗费。

“他对我说不要怕，他会帮我想
办法。 ”杨思寿回忆。

段祖连在处理事故时， 多方联
系当地镇政府、 村委会及人民医院
等，协调救助杨思寿，促使理赔工作
顺利进行，还得到了相关司法救助。

康复出院后， 老人将一篮子土
鸡蛋送到交警大队表示感谢， 被段
祖连婉言谢绝。

在当地， 流传这样一句话：“有
事找段交警， 准没错。”

对工作、 对群众， 段祖连全身
付出， 然而对家人， 他有太多的愧
疚。

今年初， 段祖连答应妻子， 等
女儿高考结束了， 就带上妻女和独
居乡下的老父亲， 兑现多年前说过
的一起外出旅游的承诺。 如今， 这
一承诺永远无法兑现了。

从农机部门转入交警岗位10
年， 段祖连参与处理了3000余起
交通事故， 救助群众1200余人次，
帮助群众挽回财产损失800余万
元， 实现执法“零投诉”。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肖祖华
通讯员 曹良海

他，年满60岁准备退休时，因在
基础教育领域贡献突出，被批准延迟
到65岁退休。2011年，他又获返聘，义
务从事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 40余年
来， 他辅导中小学生完成的170余个
项目获国家、省及邵阳市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奖，360余个项目获得全国校
园文化、青少年艺术成果奖。

他， 孜孜不倦播撒科技星火，伏
枥吐哺培育一代代新苗。 他就是全国
优秀教师、隆回县金石桥镇青少年科
技辅导员陈富昌。

5月31日， 记者走近这位古稀老
人，聆听他的动人故事。

农村科技教育的“拓荒牛”
陈富昌出生于1945年，高中毕业

后放弃进大学深造的机会，回到家乡
金石桥镇洞下小学，拿起了教鞭。

陈富昌立志改变家乡面貌，从
1976年起，他带领学生到学校农场搞
良种试验。 从此，他便成了农村青少
年科技教育的“痴人”。

“当时，农村的科技教育还是一
片荒漠，他就是那头拓荒牛。 ” 陈富
昌的同事、退休在家的洞下小学校长
罗崇伟说。

得益于陈富昌老师的良种试验，
学校农场年年丰收。 特别是1982年，
陈富昌带领学生潜心钻研还处于实
验阶段的杂交水稻， 创下亩产725公
斤的佳绩。 他把农场的收入全部用于
减免学生学杂费用，自己分文不取。

农村温饱问题解决后，陈富昌又
带领学生把科研重点放在农副产品
种植和深加工上，并结合生产，在劳

动中寻找创作灵感，引导学生开展小
制作、小发明。

没有科研经费，陈富昌每年拿出
自己四分之一的工资，资助学生搞创
作发明。 他还放弃节假日休息，带领
学生考察隆回北面山区的植物资源，
进行野外生态调查。 因过度劳累，他
患上严重的胃溃疡、胃出血、结肠炎、
肾结石等疾病，2003年至2008年5年
间，曾3次到湘雅医院住院治疗。 住院
期间，他仍坚持修改学生的科技发明
方案和实验论文。

从1980年起， 陈富昌连续38年带
领学生参加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年
年获奖。 在他精心辅导下，金石桥镇中
小学生科技发明创新成绩卓著，金石桥
镇中学被评为省知识产权科普示范学
校，洞下小学先后被评为省科技活动示
范基地、省十佳科技创新学校。

和年轻人一样充满激情
在洞下小学陈列室里， 记者见到

了“封闭式卫生方便撮箕”“果树高处
摘果器”等农用工具。“这些都是陈老
师辅导学生搞的发明创作。 他72岁了，
还和年轻时一样充满激情， 辅导学生
创作。 ” 洞下小学校长罗伟介绍。

如今， 获返聘的陈富昌不仅担负
起金石桥镇23所中小学校的科技辅导
工作， 还负责全县青少年科技推广工
作。近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全县所有乡
镇学校，先后为隆回九中、隆回二中等
学校师生上科学技术课1000余课时。

金石桥镇金桥小学的张梦君就是
在陈富昌指导下， 成长起来的一名科
技教育者。2014年，张梦君辅导学生制
作老人按摩椅，从选题到构思，从设计
图纸到样品制作，陈富昌全程参与，悉
心指导。 张梦君说，图纸设计出来后，
她把样品制作交给电焊师傅， 自己当

“甩手掌柜”。 陈老师知道后，严肃批评
了她，拉着她呆在电焊师傅家里，指导
样品制作。 在当年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中，该项目获得邵阳市一等奖。

如今，张梦君已辅导学生4次参加
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每次都有收
获。张梦君说：“陈老师就是我们的引路
人，我们是站在他的肩膀上前进的。 ”

■点评
一位乡村科技教育工作者40余

载坚守 ，撒下科技的星星之火 ，科技
教育的荒漠变得满园芬芳。

陈富昌的实践证明，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勤耕耘，农村科技教
育大有可为，照样能取得丰硕成果。

周俊 肖胜鸿 周继松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
朵花……”6月1日， 欢快的乐曲在
新化县刚落成的儿童福利院响起，
身着表演服装的孩子们踏着节拍
唱歌、跳舞。 他们都是福利院收养
的孤残儿童。

为庆祝“六一”儿童节，50余名孤
残儿童在福利院工作人员精心辅导
下，用一个月的时间，编排了歌伴舞、

三句半、诗朗诵、双簧等10个节目。
11岁的新淋俊表演了一段爵士

舞《向快乐出发》，获得满场掌声。新
淋俊曾是个轻度脑瘫儿， 他对自己
刚才的表演很满意， 笑着说：“听我
妈（福利院院长刘小玲） 说， 我是
2006年被警察叔叔捡来的， 到3岁
还不会说话，走路经常摔跤。 ”

“像新淋俊这样的孩子，福利
院有60多名，他们患肢体、听障、语
言、智力等多种疾病，送到常规学

校上学不行。 ”福利院院长刘小玲
介绍，他们在院里开办了特殊教育
学校，聘请4名专业特教老师，购买
特教设备，为每个孩子量身定制教
学方案。 特教班开设了音乐课、律
动课、美术课、手工课、数学课等
等，基本都是生活化教学，让孩子
们在生活中学习，在快乐中进步。

“通过两至三年的特教，我们
再酌情将孩子送到普通学校。 ”刘
小玲自豪地告诉记者，经特教班学

习，61名孩子中已有17人走进了常
规学校，还有几名孩子当上了班干
部，评上了“三好学生”。

说话间， 新民紫和刘子晗的双
簧表演，又将现场推向了一个高潮。
看到孩子们的表现，一旁的“康复妈
妈们”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据介绍，
新民紫不光有上肢残疾， 还有弱智
症状；刘子晗更是个先天性聋哑儿。
“是康复训练成就了这两个孩子！ ”
康复妈妈曾萍说，“孩子们都有这样
那样的残疾， 我们抓住他们最适合
康复的年龄， 为他们做康复和矫正
训练，尽可能帮助他们恢复。 ”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通讯员 周金红
记者 陈勇）今天，娄底星星实验学校艺体
楼内一片欢声笑语，市社会福利院第二届
关爱孤残儿童“六一”公益文艺汇演活动
在这里举行，500余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和社会福利院孤残儿童一起，共庆“六一”
儿童节。

活动在温馨感人的非洲鼓表演《小宝
贝》节目中拉开序幕，该节目为娄底市社
会福利院的小朋友们表演。 为了此次文艺

汇演， 娄底市社会福利院共准备了5个节
目，小朋友们的节目由爱心机构专程培训
排练，历时两个多月。 福利院护理员阿姨
现场进行了广场舞《最炫民族风》的表演，
来自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星星实验学校、
华达学校等爱心单位带来的情景剧、舞
蹈、手语表演等，让现场汇成了爱与欢乐
的海洋。 最后，在爱心企业奉送的蛋糕前，
工作人员与孩子们一起许下心愿，吹灭蜡
烛，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 记者今天从省纪委三
湘风纪网获悉， 南华大学原党委委
员、 副校长全智华涉嫌严重违纪，目
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全智华，男，汉族，1961年3月出
生，湖南衡南县人，在职博士研究生
学历，教授，主任医师。 1996年5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2月参加工
作，历任衡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
长，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南华大学校工会主席、附属
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南华大学副校级
督导员等职务，2011年8月至2015年7
月任南华大学党委委员、 副校长。
2015年8月被免职。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于振
宇 )今天，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
涉嫌受贿罪对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

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运武(正
厅级)决定逮捕。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查之中。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陈富昌：让农村娃变身“科技达人”

南华大学原党委委员、副校长
全智华接受组织审查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刘运武决定逮捕

� � � �陈富昌。 肖祖华 摄

燃尽生命写忠诚
———追记因公殉职的洪江市交警段祖连

福利院里乐融融

体验式儿童节开幕
6月1日上午， 湖南省青少年活动

中心， 木偶艺术传承人谭奇书现场教
小朋友操作木偶。 当天， 由共青团湖
南省委、 省少工委联合主办， 湖南省
青少年活动中心、 湖南省青少年宫协
会联合主办的“梦想起航·快乐成长”
第八届湖南省体验式儿童节启幕。 活
动将持续至6月4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于振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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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张斌
蒋睿 通讯员 潭纪 ）日前，湘潭市纪
委对市委巡察组移送的湘潭教育学
院在党的十八大后违规发放津补贴、
部分院领导套取教材费等问题线索
进行了调查。 近日，按照湘潭市委要
求， 经湘潭市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决
定， 对湘潭教育学院6名班子成员立
案审查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经查，2013年1月至2016年5月
期间，湘潭教育学院时任党委书记李
重庚违反政治纪律， 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廉洁纪律，参与决策违规发放津
补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采取
虚开购书发票的方式套取教材款归
个人使用，采取虚列支出、虚开发票、
口头变更书面合同约定等方式将公
款占为己有。 经市纪委常委会议研究
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李重庚开除
党籍处分；经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
研究并报市政府批准，决定给予李重

庚撤职处分，降为科员。
时任党委副书记、院长程正彪违反

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廉洁纪
律，参与决策违规发放津补贴；违反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滥用职权审批同意以
发放“助学金”名义套取公款用于发放
招生费用，采取虚开购书发票的方式套
取教材款归个人使用， 采取虚列支出、
虚开发票、口头变更书面合同约定等方
式将公款占为己有。经市纪委常委会议
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正彪开
除党籍处分；经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
研究并报市政府批准，决定给予程正彪
撤职处分，降为科员。

同时，时任党委委员、副院长刘
沛南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和撤
职处分，降为副科级非领导职务。 时
任党委委员、副院长陈跃辉，时任党
委委员、副院长王建平被给予严重警
告处分，时任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阳
华才被给予警告处分。

湘潭2名正处级干部
被开除党籍并降为科员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儿童节前，隆回县麻塘山乡的
15位贫困家庭孩子，收到了一份特
殊的节日礼物。

5月29日， 长沙市天心区小蜜
蜂义工协会的爱心人士，与麻塘山
乡的15位贫困家庭的孩子建立“一
对一”帮扶，将资助他们一直到中
学或大学毕业。

13岁的黄景阮， 今年读初一。
她和10岁的妹妹黄明雪、 7岁的弟
弟刘家发， 都获得了爱心人士的

资助。 走进他们在麻塘山乡九道
坪村6组的家， 一栋年久失修的木
房子， 窗户上玻璃都没有。 黄景
阮告诉记者， 家中有7口人， 爷爷
奶奶都年事已高， 身体不好， 无
法从事农活。 父母6年前离婚， 家
中的经济来源全靠父亲和已辍学
的大姐在外打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3岁的
黄景阮， 从9岁开始做饭， 学习之
余还要操持家中生活起居， 照顾
爷爷奶奶和弟弟妹妹。 因常做家
务、 干农活， 她的双手长了好几

个老茧。
懂事的黄景阮，让爱心人士心

疼不已。小蜜蜂义工协会会长杨士
泉、会员潘小红向她点赞：“你的坚
强让我们感动， 你要带好弟弟妹
妹，也不能落下学习，有困难我们
一起想办法。 ”

脸庞稚嫩、双手粗糙的还有麻
塘山乡油溪坪村8组的陈盼、 陈福
姐弟。 13岁的陈盼今年读初二，12
岁的陈福读初一，家里还有一个患
病的奶奶和读职高的大姐。 几年
前， 陈盼父亲因意外事故不幸去

世，不久后母亲改嫁而去。 一家老
小靠亲戚朋友和政府的救济，才艰
难支撑到今天。

平时上学， 由于离学校远，陈
盼和陈福要走一个多小时。周末放
学回家，还要做家务、砍柴、种菜。
姐弟俩摊开双手， 都已皮肤开裂。
陈福的手上还有一块疤痕，就是在
山上砍柴时割伤的。 堂屋的墙上，
贴满了姐弟俩的奖状，能感受到他
们想要读书的渴望。

“只要你们读，我们就会一直
资助下去。 ”爱心人士黄晗和连姣，
带着孩子给陈盼、 陈福家送去了
米、油、书包、玩具等物资，鼓励他
们好好学习。

“一帮一”，送爱到山乡

让孤残儿童共享蓝天
娄底爱心人士与孤残儿童共度儿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