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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倩 贺志平

8月10日上午， 在长沙市芙蓉区德政园
社区见到池凤英时， 她正在宽慰前来倾诉的
居民。

每周一、三、五早上在社区巡逻，周二、四
上午在社区“值班”，接待来社区反映情况的
居民，70岁的池凤英， 是社区有名的“热心
肠”。

私人电话变“热线电话”
池凤英丈夫早逝，在德政园社区生活了

20多年。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
员，她特别珍惜党员这份荣耀，她总说：“入党
宣誓只要一分钟，但对党的承诺是一辈子。”

多年来，她一直是社区工作的热心人。大
伙亲切地喊她“池娭毑”。2002年退休后，池
凤英主动担任楼栋长。为了方便居民找她，她
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贴在了她负责的4个楼栋
入口处。她笑着说：“这一来，我的电话就变成
热线电话了。”

大到邻里纠纷，小到请家政保姆，甚至小
孩受到惊吓，邻里有困难第一时间总是想到
她。她也总是“有求必应”。即便是深更半夜，
或是生病中，只要接到电话，她都会立马出门
跑去解决。

有一次，正在医院输液的池凤英听说社
区居民因为停车位发生纠纷，果断地拔掉针
头，及时赶到社区。当事人王爹爹看到她带病
出现，怒气立马消了：“池娭毑来了，这事就算
了，不追究了。”

有段时间，池凤英孙女住她家。后来，她
从每天接送自己孙女变成了牵“一串”小朋
友。“邻居打电话给我，说有事托我去接，最多
的时候我牵了5个小朋友回来。 有时家长很
晚才回，我就帮孩子做好饭，带他们玩，哄他
们睡觉。”而这一“牵”，就是4年。

“你究竟图什么？”面对有些人的不理解，
池凤英的回答是：“看到别人有难处，伸出援
手才心安。”

把苦咽下，把爱传出
总是笑脸迎人的池凤英， 生活其实

很困难。
2000年， 担任长沙市糖酒副食品有限

公司北区分公司总经理的池凤英， 为推动
企业改制，首先做起儿子王翔的工作，要他
带头下岗。

后来王翔创业失败，欠下巨额债务，婚姻
破裂。为还清债务，池娭毑卖掉德政园的住
房，母子俩租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附近。
祸不单行的是，2014年3月，王翔从建筑板房
上摔下，脊椎骨断裂，瘫痪在床。母子俩仅靠
池娭毑200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

“儿子卧床2年零8个月。我就是家里的
顶梁柱，我告诉自己不能倒。”池凤英说。

社区服务跟照顾儿子怎么兼顾？“前一天
我问清楚社区第二天的安排。如果一天都有
事，那我早上5点起床，先做好儿子的3餐，用
保温壶装好，放到儿子的旁边。然后搭乘1小
时的公交来社区。”池凤英说。

德政园社区书记周彩霞在旁边补充：“这
些年，池娭毑儿子做手术都是请求医生安排
在周二、周四下午，就是为了不影响做志愿者
活动。”

得知池凤英的家庭困难，德政园社区和
其他志愿者纷纷募捐，但多次募捐被她拒绝。
而当社区出现困难需要捐助的时候，她总是
第一个伸出援手：“比我苦难的还有很多，应
多帮助别人。”

从11人扩大到140人
2013年，芙蓉区推出“群众直通车”的群

众工作机制。池娭毑决定成立一支专门的志
愿者服务队， 她找来了10个社区的“热心
肠”， 成立了“慈娭毑乘务岗”。“我们就是‘直
通车’的乘务人员，是来提供服务的。”

义务巡逻，组织抗洪救灾，为灾区组织募
捐……在社区和老百姓关注的工作中，都能
看到这支志愿队的身影。

目前，志愿者队伍由最初的11人增加到
了现在的140人。 周彩霞介绍：“很多志愿者
都是受到池娭毑的感染加入进来的。”

45岁的童志伟现为一家公司的高管，

“池娭毑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比我亲妈妈还要
亲。跟着池娭毑做志愿服务，我从中感受到帮
助人的快乐。”童志伟平日工作繁忙，但轮到
他巡逻值班，从没有缺席过。

居民夏柳青去年被诊断为乳腺癌， 但依
然在这支志愿者队伍中忙碌。“我被池娭毑的
乐观、热情所感染，我也想像她一样，做一点
力所能及的事。”

社区小巷有些店面占道经营， 远远看到
池娭毑的队伍走过来，就自觉把东西搬进去。
“70多岁的老人，毫无私心地在巡逻，我们再
添乱就不对了。”一位商铺老板说。

据介绍，5年来， 全体志愿者义务工时
达16639小时， 池凤英个人志愿服务达到
2158小时。有几位志愿者和她一样，已经搬
离德政园社区，但是轮到执勤的时候，都准
时赶到社区。

■点评

丈夫早逝 ，儿子瘫痪 ，古稀老人池凤英
面对这些 ，没有郁闷哭诉 ，没有喋喋抱怨 。

她的选择是 ，独自承受压力 ，在家全力
帮助儿子康复 ；在外笑脸迎人 ，居民有难总
是及时伸出援手 。“居民找到了我 ， 这是对
我的信任 ，我不能辜负这个信任 。”这是她
的信念 。

15年 来 ，白 了 头 发 ，弯 了 身 躯 。她 用
双脚丈量社区街巷 ， 留下的是她的无私
和奉献 。

“看到别人有难处，
伸出援手才安心”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通讯员 谭迪熬
记者 胡宇芬)记者今天从省发明协会获悉，
第十三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在北京揭
晓， 湖南代表团共夺得2金2银7铜和1项创
意奖。

回收废旧塑料瓶是一件麻烦又费力气
的活。来自雅礼实验中学的周逸航经过近一
年努力，完成了“废旧塑料瓶形变处理装置”
这项发明。当人们将废旧塑料瓶丢入垃圾桶
时，智能化处理装置就会通过传感器感应并
发出美妙的音乐声、给予星级奖励，而挤压
成型后的塑料瓶会自动掉入垃圾收集箱；当
收集箱内塑料瓶已满时，传感器会通过App
信号发送信息到工作人员的手机上。该创意
受到了参观者与专家评委的好评，一举夺得
金奖。

另一项获得金奖的项目是“数控液压升
降跳高装置”。长沙市稻田中学柳泓羽、明德
中学王哲宇是两位关系要好的小创客。他俩
发现，跳高比赛项目中的高度测定都是手动
操作的，既不方便，精度又很难达到要求，参
赛者还有会压断横杆、刮伤身体的可能。他们
发明的该装置， 由无线遥控发出某一高度指
令，磁性探头进行传感，经微电脑控制仪进行
数码处理， 驱动缸内活塞杆上升或下降到一
定高度，操作方便。同时，运用红外线测距仪
确定杆的高度，精确无误；横杆两端采用磁性
吸引下置式放置，使落杆更容易、更安全。

据悉，本届赛事共有全国37支代表队的
上万名中小学生参加，参赛作品近3000件。
最终评选出金奖30项、银奖60项、铜奖180
项、创意奖30项。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周瑾容 梁辉） 今日上午9时40分，一
架直升机抵达桃江县人民医院，该院向湖南
省人民医院集团总院航空转运的第二位病
人25分钟后抵达了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
这是桃江县人民医院自2014年7月加入湖
南省人民医院集团，成为集团首家县级分院
以来，桃江人民在医联体建设中分享到的又
一种福利。省人民医院在对桃江县人民医院
进行技术扶持、品牌输出、人才培养等方面
探索出的新路子，被誉为医联体建设的“桃
江模式”，得到国务院督导组、省卫生计生委
及老百姓的高度肯定和普遍赞誉。

8月9日至10日， 全省县域医院能力建

设研讨会在桃江县人民医院举行。省人民医
院院长、省医院协会分级诊疗管理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祝益民介绍，“三化三共享”是医
联体建设“桃江模式”的精华，即人才培养系
统化、技术开展精准化、管理模式一体化，共
享资源、共享品牌、共享文化。桃江县人民医
院加入集团3年来，学科门类更加齐全，临床
病室从22个增至32个；市级重点学科从2个
增至10个，3个学科入选湖南省县级医院重
点专科建设项目；医疗技术迅速跟进，每年
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近20项；大病救治能力
显著提高。 年门诊量从2014年的20余万人
次增至2016年的近40万人次， 当地群众在
县域内就诊率提高至86%。

� � � � 8月10日，池凤英（右二）和“慈 乘务岗”队员在开展志愿服务。 贺志平 摄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戴勤 肖祖
华 通讯员 袁光宇）今日上午，绥宁县瓦屋
塘镇白家坊村2组村民曾文清首次对外公开
展示他家世代收藏的明代梅膺祚编写的《字
汇》刻印本。该书为32开本，书高26厘米，宽
17.5厘米，全书分为首、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尾共14册，每册页码不
等，书中各集均刻有“宣城梅膺祚诞生音释”
字样。

《字汇》成书于万历乙卯四十三年(1615
年)，属华国堂刻本，全名叫《悬金字汇》。该
书对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进行了重大改
革，将原有的504个部首归类合并为214部，
并且首创按笔画多寡排列部首和单字的方
法，后来《康熙字典》的全书体例基本仿照
《字汇》 而成。 新中国成立后所编的汉语词
典、 字典虽然对部首分类进行了一些调整，
但基本体例仍与《字汇》大同小异。《字汇》在
明朝有槐荫堂刻本、敦化堂刻本、鹿角山房
刻本、金闾书业堂刻本、怀德堂刻本、文兴堂
刻本等多个刻本。

“据我所知，《字汇》是研究我国字典发
展史价值很高的一本书。目前明刻本已很难
见到， 仅北大图书馆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
但也缺少首卷。 ”绥宁县文物局副局长黄源
栋介绍。

今年48岁的曾文清坦言， 他家世代收
藏的华国堂刻本《字汇》流传至今，原有的14
册已只剩9册， 后来他历经数十年时间苦苦
搜寻，才陆续把遗失的首卷、子集、未集、亥
集、尾卷等5册收集完整。此5册补充的册子
被称为“百衲本”，分别来自槐荫堂刻本、敦
化堂刻本等不同刻本。

黄源栋等有关专家指出， 绥宁县发现
《字汇》古代刻印本实属罕见，说明绥宁虽然
地处偏僻，但从古至今尚文底蕴深厚。他们
同时指出，曾文清所收藏的《字汇》究竟是明
代刻印本还是清代刻印本，还有待专家进一
步论证。

目前，绥宁县文物管理部门正依照我国
文物管理有关规定，将发现《字汇》古代刻印
本一事上报上级有关部门。

共青团员先锋岗(队)
创建示范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朱新根）今天，共
青团湖南省委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启动“不忘初心紧跟党走，青春
建功团员先行”共青团员先锋岗（队）创建示范活动。

在活动现场，全体团员青年在旅客的见证下重温了入团誓词，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安全检查站旅检大队的团员青年代表作了“学
习理论走在前、岗位建功干在前、急难险重冲在前、奉献社会做在
前” 的争创承诺。 向全省团员青年发出了关于自愿交纳抗洪救灾

“特殊团费”的倡议，现场百余名团员青年踊跃交纳了“特殊团费”，
用实际行动为湖南灾后重建工作贡献青春力量， 践行入团誓言和
争创承诺。

据悉，为加强团员队伍先进性建设，强化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团省委于今年5月部署开展“共青团员先锋岗（队）”创建活动，与

“学习总书记讲话，做合格共青团员”教育实践活动同步开展，2017
年将命名27个省级团员先锋岗（队）和230个市级团员先锋岗（队），
今后每两年进行新一轮创建、命名工作。

绥宁发现梅膺祚《字汇》全集刻印本

第十三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在北京揭晓

湖南小创客斩金夺银显风流

我省医联体建设成效显著

“桃江模式”受赞誉

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