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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 你们是我的恩人，你们的
侠肝义胆让我很感动，我会记得一辈子。 ”
7月13日下午4时，30多岁的全兵（化名）来
到法制周报社办公室，这个刚走出50天传
销噩梦的宁夏汉子，一股脑说出了自己的
感恩话语。 8月8日，将其从传销窝点解救
出来的岳阳警方表示，他们将继续加大排
查传销组织的力度，绝不让传销在此生根
祸害四方。

事情的原委， 还得从记者7月12日收
到的一条求助微信说起。

微信传警 宁夏男子疑困岳阳
“熊记者，你好！ 我们宁夏中宁县有个

男子疑被传销控制在岳阳……”《宁夏法
治报》政法部副主任张怀民给记者发来一
条微信。 记者迅速核实了确切信息。

原来，7月12日中午12时许，《宁夏法
治报》记者姚利娜在该报微信群转发：“宁
夏中宁县女子全欢（化名）的哥哥全兵被
岳阳市一传销组织控制一个多月，他趁传
销人员不注意偷偷向其亲属发出了求救
信息。 ”随后，全欢给记者传来了更全面的
资料：今年5月下旬，全兵在微信上认识一
名女子，5月23日，他被骗到湖南岳阳进入
传销组织，已被控制至今……据他透露曾
遭控制人员暴打。 全兵的被困地址是：岳
阳市岳阳楼区学院路君信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旁边387号楼地下室……

记者在与张怀民保持联系的同时，同
步把信息传送给法制周报岳阳工作站站
长许新文。

民警突击 迅速扑向目标区域
案件的基本信息掌握之后，记者马上

打电话给许新文， 请他在当地报警求助，
并告诉他随时与记者保持联系。

12日12时17分左右，许新文联系岳阳
楼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后，来到奇家岭派
出所报案。 派出所值班领导教导员王球接
警。 考虑到传销人员狡猾奸诈，王球带领
民警蒋加灿和辅警赵宇，与许新文以及发
行站工作人员蒋小军等人一起，临时组成
解救小组赶赴目标区域———奇西社区。

这一社区带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房屋陈旧， 解救小组在混乱的门牌号中没
有找到387号。 原来，这些门牌号都是上世
纪90年代制作的，至今没有重新编号，经过
移民、改造、重建等变迁，已经面目全非。

重点排查“387”竟然无踪迹
当天正是初伏，当地地表温度达40摄

氏度。 记者与许新文保持联系，同时把情
况反馈给张怀民。

解救遇困，王球联想到求助者信息里
提到“地下室”。 于是，解救小组来到奇西
社区办公室，通过社区信息联系有地下室
的房主，无果。 通过技侦定位，大致锁定目
标范围，排查了多栋房子，无果……

下午3时左右， 许新文告诉记者：“我
们准备再查一栋就收兵，有人提议晚上再
来，因为晚上开灯就容易判断地下室有没
有人。 ”

深入狼窝 救出5名受困人员
下午4时左右， 解救小组成员突然看

到一栋房子三面环路且一层与路面平齐：
窗口挂着的凉席还在滴水。

“这里一定住了人。 ”大家顿时信心倍
增，来到地下室门前。 赵宇上前敲门，王球
亮明身份。约5分钟后，一个年轻人慢慢打
开了门。 王球询问他的身份、职业，对方支
支吾吾。 解救小组随即进入室内，发现里

面还有七八个人，室内陈设简陋，厨房地
上仅有一些土豆、花菜。

“这间房怎么锁着？”解救小组发现一间
房门上了锁。“这里是住人的。他们出去了。”
对方说。“打开。 ”房门打开以后，里面有5个
人，都显得惊惶失措。“有一个人脸型有点像
全兵，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宁夏的。我心
里一阵狂喜：找到了。”许新文接着问他的名
字，终于对上了号：全兵。

下午4时45分，许新文把一张“穿蓝色
T恤的男子”的照片传给了记者，记者转给
张怀民。

4时52分，张怀民发来微信：“就是他，
已经确认。 ”

就这样， 一场宁夏与湖南之间相距
1500多公里的营救， 在两家报社的联动
下， 通过公安民警的努力，4个多小时后，
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为安全起见，王球吩咐解救小组带着
房间内的5人回到派出所， 下一步再来处
置传销人员。 经了解，5人分别来自河南等
四省，都是通过微信认识“女朋友”后被骗
来的。 民警将他们送到岳阳市救助管理
站，帮助他们回家。

7月13日， 脱困后的全兵辗转联系到
许新文，说要表达自己的谢意，他在岳阳
赶制了3面锦旗， 分别送到了奇家岭派出
所和法制周报岳阳工作站。下午4时40分，
他们赶到长沙，把锦旗送到法制周报社。 7

月14日，全兵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截至目前， 被解救的5名受害者在民

警和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均已平安
返家。 8月8日下午，岳阳市奇家岭派出所
所长袁泉向记者透露，对涉嫌传销组织的
行为还需由工商部门进一步调查取证，鉴
定之后警方将继续做出跟进处理。 同时，
他们将在辖区内定期对疑似传销窝点进
行排查，追捕传销组织头目。

■律师提醒

独自赴外地
与网友见面，谨慎！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刘明
律师告诉记者， 传销组织涉嫌非法拘禁
时，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对非
法拘禁罪的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
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 ，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

刘明提醒，网友与陌生人聊天时不要
轻易泄漏个人信息，更不要独自赴外地与
网友见面，如果在与网友接触过程中发现
不对劲的地方， 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
请求帮助。

� � � �问：公司前不久在上海开展产品展销活动，我先
期到达上海，公司随后快递了一些展销产品到我入住
的酒店。 可是等了很久都没有收到产品，我通过快递
公司查询得知，产品已经如期送至酒店，签收人是“张
洋”。 我就是“张洋”，但我没有签收过，于是到酒店前
台询问。 前台告诉我，之前的确有快递送到，快递员称
快递单上收件人张洋的电话联系不上，于是就让前台
查找入住信息，服务人员查询到张洋的房号，通知他
领取了快递。 领取快递的张洋与我同名同姓，我们不
仅损失了产品，展销计划也落了空，还支出了不少差
旅费和会议赞助费，我们应该找谁赔偿损失？

律师解答：你们公司交付产品给快递公司进行运
输，双方已经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快递公司作为承
运人有责任按时将产品送到指定收货人手中。 本案
中，快递公司交货时未核实收件人身份，造成货物被
他人领取，应当承担产品损害赔偿责任。 但你们公司
主张的差旅费和会议赞助费不属于运输合同范围，快
递公司不可能预见到这些损失，不能要求快递公司赔
偿。

冒名注册滴滴司机
出事故保险可拒赔

问：我上班工资不高，业余时间用我哥哥的名义，
在滴滴打车平台上注册成为了滴滴司机。 前不久，我
拉了一名乘客，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认定我负全
部责任，我联系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竟然遭到
拒绝。 他们的理由是我驾龄不足3年，不符合滴滴打车
司机注册条件，且没有通知他们，这合理吗？

律师解答：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
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
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您在驾龄未满3年
的情况下， 用他人名义注册登记为滴滴打车司机，将
涉案车辆从事营运活动，且未通知保险公司，客观上
造成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符合保险条款约定
的免赔情形。 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是合理的。

一场相隔三千里的营救
微信求助、两报社接力，岳阳警方突击4个多小时解救传销受困人员 主编 刘正勇 副主编 万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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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被他人签收
快递公司应担责

� � � � 刚刚脱离传销组织的全兵在《法制
周报》记者的安排下吃晚餐。 熊小平 摄� � � �全兵保留的高铁票。 陈奕儒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罗雅琴 通讯员 李绍萍

8月8日傍晚， 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
街道白沙社区篮球场。一群年过半百的大
妈，踩着歌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欢
快节拍，动感起舞———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我们永远要牢记，她让人民有信
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舞蹈节奏
明快，歌曲旋律优美。

今年5月以来，歌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雨花区“走红”：从机关到学校，从
社区到企业，党员干部、老师学生、居民群
众，纷纷传唱，有人甚至将这首歌称为雨
花区的“神曲”。

知情人介绍，这首歌曲“走红”的背后
有故事。

“践行的前提是牢记，
歌曲往往最易深入人心”
“这首歌的推广，首先要感谢的是雨

花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余宏卿。 ”
采访从歌曲的词作者和曲作者李培生开
始。 说起李培生，在湖南的群艺界没有几
个不知晓的。 这位曾担任省群众艺术馆
副馆长，如今虽退休却还是省群星艺术团
团长的词曲作家，一辈子创作了众多令人
喜爱的歌曲。 凭借自己的作品，他曾经两
次荣耀地走进中南海的大门。

作为一名群艺资深专家，李培生说的
感谢，是肺腑之言。 事实上，这首歌的创
作，从最初的设想，到后来的定稿，到广泛
推广，余宏卿都是其中的推手。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2016年，余宏卿参加区属桔园小学的

一个中秋主题活动，活动中，师生们一起咏
诵了一首由该校老师用24字核心价值观创
作的诗———富强民主“中国梦”，文明和谐
大家庭， 自由平等人人爱， 公正法治是天
平。 爱国敬业要牢记，诚信友善见真情。 诗
歌让他眼前一亮：歌曲往往最易深入人心，
如果能创作一首歌，让百姓传唱，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就容易让人记住了吗？
说干就干！很快一个由雨花区文明委

牵头、省市专家参与的创作团队成立。 几
个月下来， 创作团队向社会广泛征集歌
词，几易其稿，多个版本接连诞生。可一直
没有令人满意的作品。

有一次，李培生在与余宏卿讨论歌词
方案时，说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核心价值
观的几句关键性评价“人民有信仰，民族
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时，两人突然眼前一
亮：24字价值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
讲话，融合在一起，中间加上“我们永远要
牢记”，不就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吗？

“对！ 就是它了。 ”此时的两人大有一
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的意境和快感。

歌词确定后，就是谱曲。 为了方便传
唱，他们明确，曲子音域不能太宽，要容易
传唱，积极向上。同时，为了满足不同人群
的需要，他们还相继创作了小组唱、合唱
以及广场舞等多个版本。

“学会了歌，就牢记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歌曲好不好，关键还是要大家喜欢，

乐意传唱。
5月17日，一场主题为“歌唱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有信仰”的“四进”活
动，在雨花区会议中心举行。 实际上，这
也是歌曲首发式。 雨花区委书记张敏发
布新歌。

令主创人员兴奋的是， 歌曲一发布，
很快在雨花区“走红”。 雨花区地税局的
道德讲堂上， 人人争相把歌唱； 长塘里
小学的课间里， 歌声绕梁不断绝； 砂子
塘街道的各个社区， 大家会唱还会跳；
比亚迪汽车生产车间内， 工人张嘴就会
来……

“我们学校每周一的例会，都要
播放两首歌，一首是国歌，一首就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音乐教师
出身的桔园小学校长仰慧说，“这首
歌的特点是，旋律优美， 节奏明快。”

“歌曲主题鲜明， 内涵深刻，

振奋人心， 是雨花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创新性举措。” 省委
宣传部一名干部如是评说。

“这首歌真是无处不在。” 8月6日晚
7时许， 雨花区教育局艺体中心音乐教研
员邓红在微信朋友圈推帖， 并附上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墙壁上正在播音的广播。

原来， 当天下班后， 邓红来到附近
步步高超市。 走进超市， 广播里正在播
放歌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她不自
觉地发了这个帖子， 引来众多跟帖 。
“真没想到这首歌这么受人欢迎， 真是无
处不在。” 邓红坦诚。

区旅游和商贸局副局长李奕也感动
多多。 6月中旬的一天， 李奕去参加管辖
单位的一个业务培训会。 走进会场， 她
被当时的场面震住了，100多位年轻人在
合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首歌，场面
很震撼。 而这时，离这歌曲首发， 还不到
一个月时间。

砂子塘街道金科园社区党总支书记
胡政艺说： “歌词简洁明了， 朗朗上口，
将24字核心价值观完全包含其中。 学会
了歌， 就牢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说起胡政艺与这首歌， 还有一个小
故事。

6月份， 为了让更多人传唱， 雨花区
委宣传部和区文明办， 决定在全区开展
一次广场舞比赛。 在街道进行的选拔赛
中， 原来计划每个队20人， 后来增加到
30人。 这是因为各街道报名时， 群众十
分踊跃， 其中一个社区还组织了两支队
伍。 居民人口不多的金科园社区， 书记
和主任带头、 社区工作人员全员参加，
利用下班时间紧张排练。 6月23日， 街道
预选赛精彩上演， 金科园社区一举夺得
第1名， 代表街道参加6月28日举行的全
区决赛， 并获得优异成绩。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邹建军 许敏

“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刻，衡阳市中心医院的
医务人员伸出了友爱之手，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
回来， 是你们用最真挚的关怀和无私的帮助，使
我走出阴霾迎来希望!”8月12日， 衡阳市中心医
院负责人收到在衡阳留学的巴基斯坦籍学员布
拉的一封信。

布拉告诉记者，前几天，他因外伤急诊入院，
生命垂危之际，医院紧急启动“绿色通道”，及时
挽救了他的生命。“我会把这份爱带回祖国，让
‘仁济精神’在巴基斯坦共和国生根发芽！ ”

据了解，8月1日凌晨1时左右， 布拉因患外伤
急诊入院，需立即做剖腹探查手术。 在患者没有缴
纳任何医药费用的前提下，衡阳市中心医院肝胆外

科立即启动救治的“绿色通道”。 主管医师马克强
认真查看了患者，详细询问病史，并结合临床表现
确定患者病情，并立即向科主任李珍发博士汇报。

“时间就是生命”。马克强先行与患者及其同学
充分沟通，并安排做急诊手术相关事宜，费用及相
关手续等救治后再补。 经过认真细致沟通后，患者
同学在充分了解手术风险后， 签字同意做急诊手
术。 李珍发主任、李攀峰副主任、马克强医生连夜
奋战，成功为患者实施手术。

医学和爱心没有国界。在医院肝胆外科医护
人员的精心治疗与悉心照顾下，布拉的病情已有
所好转。

“我不仅看到了中国先进的医学技术，更加体
会到衡阳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对患者无微不至的
关爱之心，我会把这份爱带回祖国。”布拉热泪盈眶
地说，“中国医生就是我的恩人。 ”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李白

连日来，一股股暖流汇入石门县太平镇苦竹
坪居委会陈明珠这个多难的家庭。8月11日，当石
门县中医医院院长易先全将5万多元的善款和药
物转交给陈明珠时，她的爷爷哭了。

8月3日，本报报道了准大学生陈明珠，为方
便治病和学习致信衡阳师范学院恳请“提供一张
下铺”，院领导登门回应“给你一个温暖的家”的
温馨故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热切反响和关注。

虽然衡阳师范学院决定免除陈明珠4年学费，
但陈明珠的奶奶高血压引发的心脏病，已经非常严
重，目前仍在医院治疗。母亲成植物人后，父亲又离

家出走，现仅靠爷爷一人做农活撑着，所以陈明珠
背上的钢板一直不能摘取，成了家人心中的“痛”。

8月4日，石门县中医医院副院长杨海荣看到
本报报道陈明珠及她家的状况之后，马上与院长
易先全沟通，决定为“钢板女孩”募捐手术费，并
为其提供大学四年的生活费用。不到5天时间，全
院700多名医护人员纷纷慷慨解囊， 共筹集善款
47760元。此外，这家医院还向她的奶奶和妈妈赠
送3000多元的药物。

该院骨伤一科主任邹岩山，还专程上门为陈
明珠做了仔细检查， 并将利用陈明珠的寒假时
间， 邀请湘雅医学院的教授到石门县中医医院，
为她做摘取钢板手术。

歌曲“走红”的背后
谭洁 邓滢琦 颜石敦

8月9日上午， 郴州市18岁的小伙子任鹏霖，
把自己高中3年积攒的1万元奖学金， 捐献给了
郴州市红十字会。 他希望通过红十字会， 将这
笔钱捐献给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地震灾区。

任鹏霖是郴州市第三中学高中毕业生，
前不久他收到了湖南农业大学录取通知书。
离上大学还有一段时间， 他和几个要好的同
学计划一起去九寨沟旅行。 他们预定8月11日
启程， 没想到8月8日晚间九寨沟突然发生了
地震。

任鹏霖告诉记者， 他这趟旅行的费用预算
是1万元———这是他高中3年获得的奖学金。 地
震发生后， 任鹏霖和同学们说， 既然九寨沟去
不成了， 就把这笔钱捐给九寨沟地震灾区吧！
同学们有点惊讶， 但很快都为他点赞。

把1万元奖学金捐献给九寨沟地震灾区， 任
鹏霖事先没有告诉父母。“要是父母知道你捐出
这么多钱， 他们会不会生气？” 记者问。

“不会！ 爸妈一直支持我对自己财务的处置
方式。” 任鹏霖说， 他爸爸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
三军仪仗队服役， 退伍后一直热衷于慈善公益，
自己从小耳濡目染， 立志做一名充满爱心的人。

任鹏霖万元奖学金捐给九寨沟地震灾区

“中国医生是我的恩人”

石门县中医院为“钢板女孩”募捐治病

� � � �从机关到学校，从社区到企业，雨花区党员干部、老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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