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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雅琴 陈永刚

名片
王楠，1982年生，吉林长春人，已在长

沙工作 、生活7年 ，把长沙当成了 “第二故
乡”。2017年， 王楠创办了长沙丢丢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打造的“丢丢 ”APP成为目前
国内最大的失物招领网络平台。

故事
长沙冬日的早晨，寒意袭人。位于长沙

高新区的丢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却暖意
融融。“丢丢”的创始人王楠，搭建了这样一
个失物招领平台：丢失的物，走失的人，都
有可能在这里被成功寻回。

“找人找物不是什么难事，要把丢失的
人心找回来，可没那么简单。我希望自己的
这个平台，最终能成为一个助人为乐、充满
正能量的公益平台。” 茶香氤氲中，35岁的
王楠眼中闪烁着执着的光芒。

作为一名资深创业者， 王楠大学毕业
后，给人打过工，也自己创办过文化传播公
司、网络培训公司。凭着头脑灵活、为人义
气，他在商海闯出了一片天地，挣到了人生
的第一桶金。 像许多年少得志的成功人士
一样，他买名车、名表，泡吧、玩高尔夫，在
一次次的感官刺激过后， 感觉到的却是空

虚。“赚钱固然重要，花钱固然痛快，可这些
不是生活的真谛。人活着，总要做点有意义
的事。”慢慢地，王楠将自己生活的重心转
向了公益，他成了一名注册志愿者，在积极
参加各类公益活动的同时， 这些年累计捐
赠的款项，加起来超过了20万元。

创办“丢丢”对王楠来说纯属偶然。去
年的一天，他将手机落在了出租车上。在出
租车公司的失物仓库里， 他找回了自己的
手机，也看到了一屋子的丢失物品。出租车
公司负责人介绍， 很多市民和的士司机捡
到东西其实都会交到公司， 可失主如果不
主动找上门来，很难物归原主。王楠心想：
谁说人心不古?这个社会上，拾金不昧的大
有人在，他们缺少的，或许只是一个信息发
布的渠道。

这次经历， 让王楠萌生了打造失物招
领平台的想法。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王楠和
几名志同道合者一起，出资100多万元，打
造了这款目前国内最大失物招领网络平
台———丢丢APP。自今年7月份上线试运营
以来， 已发布丢与拾的信息4000多条，数
百件物品找到了失主，包括手机、钱包、证
件、宠物等。

大家不仅通过该平台找回失物， 还找
回了走失的亲人。今年9月，一名广西南宁
的用户在“丢丢” 发布家中老人走失的信
息。第二天，当地的爱心人士通过平台联系
到他，告知了老人的行踪，成功找回。该用
户致电丢丢长沙总部表达感谢， 并特意寄
来锦旗，上面写着“一心向善，助人为乐”。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丢丢’在两个
陌生人之间建立了纽带， 在丢失与找回的
过程中，让人感受到人性的温暖。”王楠说，
这正是自己创建“丢丢”的初衷。

目前，丢丢APP完全是公益运行，所有
的信息发布全部免费。王楠说，他和团队正
攻坚克难，着力打造2.0版本。未来，他们想
和机场、车站、公交公司合作，进一步扩大
失物招领范围;还想将“丢丢”打造为全国
最大的走失老人和儿童信息发布平台，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

王楠：找回“丢失的人心”
通讯员 杨亲福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12月18日清早，新化县奉家镇红田村杨
凤英老人又出门去捡垃圾。多年来，老人克服
困难，不要低保，坚持自立自强，成为当地“人
穷志不穷，脱贫靠自身”的典范。

今年85岁的杨凤英老人，1951年就当上
了双林村妇委会主任，1952年嫁到红田村
后，又在红田村当了30年妇委会主任，是一
名老党员。1983年， 她从村妇委会主任岗位
退下来，这时已51岁。

杨凤英终生未育， 老伴已去世20多年，

养子生活也不宽裕。 平时柴米油盐等生活开
支以及乡间人情往来等，都靠自己双手赚来。
她捡废品度晚年，捡了34年。

杨凤英家里，有个废品仓库，面积约6平方
米，用于垃圾分类存放。邻居介绍，她捡废品，
也捡垃圾，捡村部走廊、村中人行道及通村公
路上的垃圾，天天捡，下雨就打着雨伞捡。

大家公认， 杨凤英是真正的困难老人。
2014年，村里给她申报低保，填了表，镇里也批
准了，但她发现村里另一位残疾人家庭比自己
更困难，三思之后，她把低保让给了残疾人。

2016年夏天，杨凤英突然病了，邻居把她送

进卫生院，想通知她在外地打工的养子回来。她央
求邻居：“请不要给他打电话，他来回车费就要200
多元。 现在政府好， 有医保， 我还有存款2000多
元。”平时，杨凤英从来不收别人的礼，存款都是她
卖废品赚的。村支书前来看望她，说村里正在复查
建档立卡贫困户， 表示给她建档， 并告诉她建了
档，每年得扶贫资金至少2000元。她大方地说：“我
还是不要！我捡废品也是锻炼身体。我患类风湿好
多年了，不活动就痛，一跑就不痛。”

“您捡废品一年能赚多少钱？”
“能保证生活开支，保证缴纳党费！”作为一

名老党员，杨凤英的回答让人肃然起敬。

通讯员 易善任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12月18日下午，张家界市城区一辆公
交车里发生的救人故事令人感动：公交车
驾驶员临危不乱，沉着处理，载着病人抄
近道、闯红灯，直奔医院，一路散发出满满
的正能量，成为冬天里这个城市最温馨的
话题。

在市公交公司， 记者见到了这名女驾
驶员、42岁的向方姣。娇小的身材、腼腆的
笑容，给人温暖。“没啥，任何一名驾驶员遇
到这样的事，都会这样做的。”向方姣回忆
起救人场景说，当天下午4时左右，向方姣
驾车从汽车东站往熙城春天方向行驶，来
到边贸西部国旅站台， 一名女乘客拍着睡
在椅子上的同伴，喊她下车，没想到的是，
她刚起身，就站立不稳。向方姣赶紧从座位
上站起来，帮助搀扶。发现病人眼睛紧闭，
没有应答，向方姣赶紧向车队汇报。

车队队长叫她立即救助病人， 车队与
交警方面联系，请求协助。向方姣对车上的

乘客说：“对不起，病人急需送医院，麻烦大
家转车。”

经联系， 病人老公要公交车直接开往
市中医院，他在那里等。向方姣驾驶公交车
经子午路、解放路、回龙路，一路不停，连闯
多个红灯。10多分钟后，赶到中医院门口。
“把病人送到医院， 我就放心了。” 向方姣
说。

这只是张家界市公交车驾驶员救人义
举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 张家界市公交车驾驶员像
这样救助昏倒乘客的事情已不下10起，还
涌现出了杨光胜、石之财、李伊政、孙恒东、
吴晓华等乐于为人民服务的优秀驾驶员，
特别是杨光胜救人的事迹经中央电视台新
闻联播、湖南日报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
强烈反响， 这种正能量如一缕缕春风温暖
了这个社会， 感动了张家界全市人民和海
内外游客。 如今， 张家界的公交车已成为
“便民、绿色、智慧、幸福”的代名词，是美丽
旅游新城里的一道道流动的风景。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见习记者 黄
婷婷）昨日凌晨，湖南抗战老兵伏笑雨在长
沙与世长辞，享年108岁。

记者从吉祥颐养康复中心了解到，今
年4月过完“茶寿”的伏笑雨老人，平日身体
状况良好，前几天突感不适，被家人接回家
照料，不料昨日凌晨“驾鹤西去”。

伏笑雨老人拥有传奇的一生。1910年出
生在湖南湘阴，1931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
师范部。抗战期间，曾历任长沙《力报》记者，湖

南《国民日报》编辑、采访主任，《南天日报》社
长，前进社社长，第九战区《阵中日报》总编辑
等， 曾多次前往湘鄂赣前线采访。1942年，他
与战友陈是训写出战地通讯30余篇，出版《洞
庭波静》一书，鼓舞了湖湘儿女的抗战士气。

伏笑雨不仅是我国新闻界的先驱，更
是一名光荣的抗战老兵。

抗战胜利后，伏笑雨老人在长沙教书，
1978年从长沙农校（现湖南生物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退休。

人穷志不穷，请看杨凤英

“把病人送到医院，我就放心了”民警清晨泥塘中救人

108岁抗战老兵伏笑雨离世

王楠。 图/张杨

12月19日， 长沙市五一广场，
绿化休闲景观广场已对市民开放，
地下商场正进行收尾施工。广场位
于长沙市最繁华商业地段，因为地
铁建设停用了8年， 恢复建设后即
将全新回归。与原广场相比，新广场
更注重绿色生态， 保留了约300平
方米的景观喷泉。地下商业广场建
筑面积7.9万平方米，与五一广场地
铁站6号出入口连通，让市民出行、
逛街更方便快捷。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长沙五一广场
即将全新回归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会生）今天上午，祁阳县浯溪镇黄土岭村64岁的
女村民谭某，来到祁阳县公安局陶铸路派出所，感
谢民警的救命之恩。

12月17日清晨7时30分，祁阳县公安局陶铸路派
出所值班民警接到黄土岭村群众报警：村民谭某一大
早到山上拣柴时， 不慎陷入一处干涸鱼塘的淤泥中，
现请求救援。陶铸路派出所值班副所长李勇平，立即
带领民警和辅警赶到现场。谭某被困的鱼塘四周荒无
人烟，她的下半身被淤泥吞噬，身体还在下沉。

由于谭某被困位置与鱼塘岸边相距较远，民
警多次尝试徒步靠近，均因陷入淤泥中前进不得。
然而，谭某下沉的速度正在加快。时间不等人！大
家赶紧找来木板铺设在淤泥上。 协警李建胜爬上
木板靠近谭某，伸出双手试图将谭某拽起来，却没
有效果。见状，李勇平等人同时架设木板，爬着向
谭某靠近。可大家一起用力，还是提不起谭某，谭
某反而加速下沉。

“大家快动手挖！” 李勇平喊道。大家立即动
手将谭某身边的淤泥一点点挖开。30分钟后，终于
在谭某身边挖掘出一个大坑，把谭某拽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