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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慧

8月9日，得知姐姐下午要来接自己，小安
开心得手舞足蹈。为这一天，他盼望了170多
天。

小安是一名哑巴，伴有智力低下，一次偶
然的走失，让他与家人失联了近6个月。

“长胖了！”姐姐抱着小安，感动得热泪
盈眶。几个月来，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小
安，直到近日，接到长沙市救助管理站打来
的电话，一家人迫不及待地从星沙赶到救助
站。

找家：千方百计皆可施

今年2月，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派出所送
小安到长沙市救助管理站的时候， 小安一身
脏兮兮的，见人便作揖，嘴里咿咿呀呀地想说
话。看得出他很想回家。

送一声温情问候、端一杯热茶、理一个干
净头发，洗一个热水澡、换一身干净衣服、吃
一碗热饭菜， 这是每位流浪人员进入救助站
首先会得到的服务。小安吃过饭后，情绪慢慢
稳定下来。

根据小安身上穿的洗车工作服寻找线
索，大家绞尽脑汁：望城坡附近的洗车店，在
报纸、今日头条、中国救助寻亲网发布寻亲信
息； 采集DNA信息送全国失踪人口和打拐信

息库比对； 前往开福区一家专门接收聋哑人
的福利工厂咨询……最后都无功而返。

一晃3个月过去了， 小安长得白白胖胖，
但是他想回家的念头却与日俱增。

5月， 当得知公安部门可进行人脸识别
时， 救助站第一时间向雨花区东山派出所提
出申请，希望协助小安找家。很快，发现了一
丝线索，顺藤摸瓜，找到了在星沙洗车厂打工
的小安的姐姐。

回家：千山万水难阻隔

每年，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都会接收成千
上万个“小安”，其中大部分为外地人，对于一
些行为能自理的对象， 救助站为其购买火车
票，并备好干粮，帮助他们顺利返乡。

救助站的前身是长沙市收容遣送站，主
要负责市区流浪乞讨人员生活、医疗、返乡、
安置、帮扶等救助工作；16周岁以下流浪未成
年人的救助保护、思想教育、技能培训、护送
返乡； 与全国各地救助站查询联系特殊对象
的跨省接送和省内转送。

对于一些特殊群体， 救助站需护送其回
家，最远曾护送到过黑龙江、新疆等地。今年，
已护送特殊救助对象148批次、216人。

“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哪怕相隔千山万
水，只要看到他们家庭团圆的幸福场景，我们
就值得了。”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廖朝晖

说， 对救助对象要怀有善心和爱心， 生命至
上，救助站要尽心而为。

安家：千言万语都是情

回家路漫漫，安家是关键。
对护送返乡的特殊受助对象， 特别是未

成年人，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定期开展跟踪回
访服务，帮助其解决生活、学习、户籍等难题，
确保他们真正融入社会。

3年前，8岁的小美由广东站护送过来，确
定了小美家在怀化洪江市后， 长沙市救助管
理站及时把她送回了家; 但小美母亲精神失
常，与家人失去联系，外公外婆年事已高，没
有抚养能力。回来后，救助站始终放心不下，
多次进行回访。

为帮助小美，救助站经过多方协商，决定
由民政部门牵头，与当地教育部门协调，安排
小美就近及时入学，并为其申请低保，以解决
生活问题。今年走访时，走访人员事无巨细地
了解情况，并为小美精心挑选了文具、书包、
生活用品等小礼物。

“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这些特殊的孩子
更需要社会关爱。”救助站儿保中心负责人丰
硕伟说， 儿保中心每年都会对特殊受助儿童
进行回访，回访率达100%，帮助他们在生活、
学习等方面重新回归家庭， 做到真正的不再
流浪。

湖南日报8月9日讯（徐德荣 唐曦）8月8
日15时56分， 一架直升机搭载着1名车祸重
伤者和3名医务人员，从衡阳市南华附属第一
医院外科大楼停机坪起飞。40分钟后， 直升
机抵达湘雅医院， 为伤者赢得了宝贵的抢救
时间。

8日上午，衡阳市晶珠广场路段发生一起
严重车祸， 一名63岁的妇女被公交车轮碾压
住左臂， 当场休克。 经南华附一医院初步诊
断，伤者左上肢毁损性离断伤，创伤面积大，
并持续出血。医院立即紧急调用6个单位的A
型血给伤者输入，经1小时紧急救治，伤者血
压恢复到正常指标。 由于伤者曾进行过心脏
支架手术，长期服用抗凝药物，心功能不能承
受保肢手术。但伤者病情加速恶化，急需进行
保肢手术。医院联合会诊后，为把握最佳抢救
时间，并应家属要求，决定启动“空中急救”，
用直升飞机将伤者送往湘雅医院进行手术。

当天15时43分，“空中急救”直升机抵达
南华附一医院外科大楼停机坪。15时56分，
飞机起飞。16时38分，飞机抵达湘雅医院，伤
者顺利进行手术。

据南华附一医院大外科副主任陈志伟介
绍， 该医院是全省第二家配备直升机起降基
地的医院， 这次救援也是湘南地区首例空中
急救转运。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王晗）记者近
日从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获悉，9
月2日至3日， 话剧女神蒋雯丽将携内地实力
男演员刘钧登上长沙话剧舞台， 在大剧院上
演百老汇经典名剧《明年此时》。剧中，蒋雯丽
将首次挑战30年时间跨度，从女学生演到女
强人。

《明年此时》是加拿大剧作家伯纳德·斯
莱德创作的一部浪漫喜剧， 先后被改编为30
多国语言， 在百老汇从首演至今一共演出
1453场。1978年， 根据该剧改编的同名美国
电影获得了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编剧本等5项
奥斯卡奖提名。

迷途者的守护人

湘南进行首例
“空中120”救援

8月6日，吉首市石家冲街道寨阳村，村民杨再喜（右二）在指导留守儿童练习书法。为了让
孩子们快乐、充实地度过暑假，他开办了留守儿童书法培训班，吸引了附近村寨20多名孩子前
来学习书法。 姚方 摄

留守儿童学书法

挑战30年时间跨度
蒋雯丽将携《明年此时》来湘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
讯员 王继斌）全省县市广播电视台交流学
习会昨天在浏阳召开，我省14个市州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和89位县市台台长
齐聚浏阳河畔，一起探讨“如何办好县市广
播电视台”。

县市广播电视台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
的基础部分。近年来，由于媒体发展环境的
巨变， 县市广电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严峻
考验，“如何办好县市广播电视台” 这个课
题急需破解。会上，浏阳广播电视台、桃江
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分别
发言。

近年来， 浏阳广播电视台加快媒体转
型， 不断在搭建区域性和全国性的交流平
台、 推进全媒体融合和推进媒体跨界发展
方面进行探索，“广电+政务”“广电+教育”

“广电+党建”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正全速
推进。2015年，该台获评“全国20强市县广
播电视台”。2016年， 全台完成经营收入
1.34亿元，增长11%，近3年累计增长4278
万元，净增47%。

“浏阳已经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县级广
电转型升级的标杆。”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
长朱建纲对浏阳广电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
肯定。他指出，在舆论格局深刻变化、媒介
技术日新月异、 传媒形态多样化发展的今
天， 县市广电台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和
发展挑战， 也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有
利条件。 各地各部门要从加强基层宣传思
想文化阵地建设、 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的高度， 充分认识加强县市台建设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 将扶持县市台发展摆上更加
重要的位置。

如何办好县市广播电视台
全省89家县市广播电视台浏阳论道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余蓉 ）今
天，记者从湖南省教育厅了解到，日前,省
委统战部、省教育厅、省扶贫办联合发文，
从今年至2020年，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发起
的“泛海助学行动”，4年内捐资2亿元，资助
湖南省4万名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
本科新生，每人5000元。

今年资助对象为具有湖南省户籍的农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且属参加2017年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并被审批
录取的全日制高等院校本科生（含三本）。
请符合条件的新生从速联系户籍所在地县
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交相关资料。受
助学生经教育和扶贫部门筛选确认后，由
渤海银行通过实名制银行卡将资助款发放
给受助学生。

贫困家庭大学本科新生将获5000元资助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龙文泱）8
月4日，孟京辉经典话剧《恋爱的犀牛》最新
版本的主演张弌铖、 刘爽来到长沙与观众
见面。他们带来了好消息：今年9月起到明
年2月，将有4部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陆续
在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上演， 每部作品
演出5场。这是孟京辉戏剧作品首次大规模
在长沙上演。

孟京辉是著名的实验戏剧导演， 他执

导的戏剧作品《思凡》《恋爱的犀牛》《琥珀》
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观众见面会现场，张
弌铖介绍，《恋爱的犀牛》从1999年首演至
今，历时18载，共有8个版本，在全世界89
个城市累计演出约1900场。18年间， 孟京
辉从未停止对这部剧的打磨， 每一个版本
的演出都会加入新的创意。刘爽透露，新版
本更加“接地气”，“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
影子”。

4部孟京辉经典剧作 9月起长沙上演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周岚 李杏）昨天，“一带一路”系列大型陶瓷
壁画工程在长沙铜官正式启动，古代“丝绸之
路” 国门新疆阿拉山口市牵手“海上丝绸之
路”重要支点长沙铜官，推动铜官陶瓷文化重
返国际舞台。

阿拉山口市毗邻哈萨克斯坦， 是古丝
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当今我国陆路最
大口岸、“一带一路”愿景与规划的重要节
点城市，是新亚欧大陆桥上我国向西开放
的第一门户、“中欧班列驶出国门前的最
后一站”。 为更好地展现城市的重要历史
地位及发展面貌，该市计划在位于其火车
站的路桥广场竖立“一带一路”主题大型
壁画，并将壁画创作委托于铜官陶瓷产业
复兴重要领军人物、著名陶艺家肖小裘完
成。

今年5月， 肖小裘及其团队联合铜官陶

瓷代表企业“府窑”与“自力”，开始了壁画项
目的前期研发与创作设计工作。“在花岗岩、
汉白玉等诸多壁画材料中， 我最终选择了最
为原始和质朴的陶。”肖小裘介绍，“因为新疆
地区光照强烈、 昼夜温差大， 而陶的透气性
好、坚硬程度高、收缩性优秀，特别适合当地
气候条件。”

经过3个月的前期工作， 目前6幅长12
米、 宽3米的壁画浮雕泥稿已基本完成，主
要内容分别为古道丝绸重镇、古道新枢纽、
艾比湖风光、边关第一哨卡、民族大团结与
刚毅激情， 丰富的元素充分展现了新疆的
风土人情、历史背景、发展面貌等，以及丝
绸之路的过去、现在、未来。作品中大量采
用了铜官传统陶瓷技艺，后期还需风干、烧
制，据了解，壁画表面将不上釉，而采用矿
物材料呈现出砖红色调，预计9月中旬制作
完成并运往阿拉山口市。

“一带一路”陶瓷壁画工程铜官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贫困是不幸的，有好心人帮助，又是有
幸的。 家住沅陵明溪口镇罗依溪村大山里
的贫困学生宋怡鹏和李凤吟， 就是不幸中
的有幸者。

8月7日，广东省湖南商会纺织委员会
35名爱心老板携手沅陵在粤24位创业爱
心人士，冒酷暑，进深山，开展扶贫助学，特
意上门看望这两个贫苦孩子， 给他们每人
送去3000元读书款。

亲眼见证处境后， 会员老板罗志成当
场给宋怡鹏再捐1000元，令宋怡鹏的父亲
宋光马感动落泪。 商会会长沈贤望给李凤
吟的父亲李友仁吃“定心丸”：“我们一定帮
孩子到大学毕业，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穷在深山有远亲，这次社会力量扶贫助
学捐款11万多元， 帮助贫困学生100名。之
前一天捐赠仪式上，来自沅陵城乡60名贫困
中小学生每人领到1000元扶贫助学金。

沅陵是国家深度扶贫县，现有贫困学
生1.5万多人，今年县财政拿出1000万元
用于教育扶贫。“这个数目远远不够，扶
贫助学还需广大社会力量参与。”副县长
邓仕娟为当天爱心人士颁发慈善荣誉牌
匾时发出倡议。

在佛山创业的沅陵老板谢叶松得知活
动消息， 立马补捐3000元到县慈善会账
上。同是沅陵在外创业人士的丁传文表示：
“回去后号召更多老乡都来参与教育扶贫，
让每个贫困孩子背后站着一位爱心使者，
让一次正能量带动一批正能量。”

“让一次正能量带动一批正能量”

湖南日报8月9日讯（通讯员 龙源 记
者 张斌）日前，省纪委派出12个调研组，分
赴全省49个贫困县开展为期10天的专项
调研。调研分3大主题，分别是农村信访举
报集中办理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况、 扶贫
领域监督执纪问题工作进展情况和乡镇纪
委履职情况。

脱贫攻坚已进入关键阶段。近期，省委
办公厅下发《湖南省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
督查工作方案》，要求有关单位部门组织专
门力量对尚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脱贫攻坚
工作开展常态化联点督查。 省纪委机关在

积极开展联点督查基础上，又依据8月3日
省纪委常委会作出的决定， 由委厅局领导
带队分赴一批重点贫困县开展专项调研。

调研将按照严、实、深、细要求，坚持问
题导向，深入群众、深入乡村一线，了解第
一手情况、收集第一手资料、掌握第一手动
态。调研完成后，调研组将结合调研情况起
草报告，做到有问题、有分析、有数据、有事
例、有对策。立足监督执纪主责主业，对调
研中发现的问题，督促问题整改、强化责任
追究， 为打赢扶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纪律保
障。

省纪委12个调研组
赴贫困县专项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