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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荣 成俊峰 罗飞虎 陈毅

“谢谢你们帮助我回家!我在这边一切都
好，今年可以过个团圆年，好像做梦一样，真
心感谢你们……”2月3日，衡阳市石鼓区青山
街道工作人员何拥军再次接通从黑龙江省嫩
江县拨来的微信视频电话。 电话那头，“流浪
汉”曹兆洲与家人围坐在一起，不断地感谢衡
阳人民的热心救助。

这是怎么一回事?事情还得从今年1月25
日的一场流浪人员“冬日温暖”专项摸排行动
说起。那天，石鼓区青山街道西湖一村社区工
作人员在一栋即将拆除的废旧楼栋内， 发现
一名操着东北口音的流浪人员。 社区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将该情况反映到街道民政办，街
道相关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

工作人员交谈后得知， 该流浪人员名叫
曹兆洲， 是黑龙江省嫩江县伊拉哈镇新丰村
人，1992年他从家中带着10多万元到石家庄
做生意，其间钱款被人骗光，身上所有证件和

财物也悉数被偷，无奈之下，他顺着火车、货
车四处漂泊， 最后辗转来到衡阳。 曹兆洲表
示，年关将至，他的思乡之情愈加浓烈，希望
能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

按照其本人提供的信息， 青山街道一边
安排社区工作人员照顾他的日常饮食， 一边
派人到派出所核实情况。经核实，曹兆洲提供
的信息与系统所显示的信息完全相同。

随即， 青山街道通过网络查询到了当地
派出所的电话，并经多方努力，最终与曹兆洲
的妹妹曹珊取得了联系。1月26日中午， 工作
人员在给曹兆洲送饭时， 特意让曹兆洲与妹
妹通了电话。

“是我哥，是我哥!谢谢你们!”视频电话里，
看到失散26年的哥哥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容，曹
珊激动得泣不成声，表示马上接哥哥回家。

1月27日下午，曹兆洲的外甥刘建广到达
衡阳。见到阔别已久的亲人，刘建广内心无比
喜悦，他动情地说：“自从舅舅失踪后，家人一
直在极力寻找，但始终杳无音信。”他说，小时

候在家看过舅舅的照片，觉得非常帅，没想到
这么多年四处漂泊，人变老了好多，感到特别
不是滋味，幸好这次有衡阳好心人的帮助，让
舅舅如愿回家，与亲人团聚，真得感谢衡阳人
民。

眼看就可以回到家乡， 但曹兆洲身份证
件早已丢失，户口也于2016年被冻结，无法正
常乘坐火车和飞机， 返乡之行似乎又陷入僵
局。

“困难再大，也总有办法。”当晚，何拥军
与社区工作人员赶到派出所， 经与有关部门
衔接协调，直到晚上10时，终于帮助曹兆洲开
到了购票证明。

“你们真好，不仅帮我联系家人，还帮我
购买回家的火车票。世上还是好人多!”一手紧
紧拽着证明，一手紧紧握着何拥军的手，曹兆
洲几度哽咽。

1月28日下午，曹兆洲与外甥顺利抵达衡
阳东站，并登上了回家的列车，结束了长达26
年四处漂泊的生活。

� � � �湖南日报2月4日讯（记者 余蓉）“立春之
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芒神）。”2月4
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首的“立春”，当天，
在长沙开福区的诺贝尔摇篮少年儿童农场，
消失已久的传统迎春民俗场景再现。 现场上
万名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打”春，春意盎然。

上午9时27分，鼓乐齐鸣，迎春仪式正
式开始。 众人随身着古装的仪仗队一同前
行，到春牛亭迎春牛。紧接着仪仗队按照古
代的礼仪程序， 祭祀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的司春之神“芒神”。祭坛上礼器齐备，盛满
了五谷杂粮，寓意五谷丰登。祭祀仪式完成
传统礼制的三献礼，仪程完备，礼数周全，
让现场观礼人大饱眼福。

祭祀之后是有趣的“鞭春牛”仪程，这
也是俗称的“打春”。众人手持杨柳杖，围着

一条壮实的水牛转动， 欢笑着象征性地鞭
打。传统民间俗称“立春”为“打春”，自汉代
始，立春之日，打春牛风俗普遍流行，人们
鞭牛以迎春、劝农。

迎春仪式上， 学生们还进行了射礼表
演，表演了单膝跪射、双膝跪射等多种古代
射箭方式。司仪一声令下，现场人士齐诵有
68个春字的郑板桥《春词》，气势恢宏的诵
诗声在田野间激荡， 仿佛一下子叫醒了整
个春天。

除了迎春礼，活动方还准备了立蛋、投
壶、射箭、拓碑等丰富多彩的传统立春民俗
体验活动。活动具体组织者、诺贝尔摇篮教
育集团的副总经理邓世謇表示， 复兴立春
迎春民俗，是为了传承民俗，在孩子们心中
播下一颗传统文化的种子。

� � � � 湖南日报2月4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任娟）2月2日， 致公党长沙市委来到宁
乡市资福镇珊瑚村，开展“爱在珊瑚”春节
慰问活动，20多位致公党党员组成的“爱
心妈妈”团队，与珊瑚九年制学校的20多
名贫困学生结成帮扶“对子”。

珊瑚村由原珊瑚冲村、 万福村合并组
建，全村以水果、烟叶等种植为主，村民收
入结构单一，因病、因残致贫的较多。慰问
活动中， 致公党长沙市委向珊瑚村捐赠款

物共计12万元，向56户困难村民家庭赠送
了粮油等物资。由20多位致公党党员组成
的“爱心妈妈”团队，与珊瑚九年制学校的
20多名贫困学生结成帮扶“对子”，给孩子
们赠送了助学金和书籍文具。“爱心妈妈”
彭晓辉与正在上初三的女生周金华结成了
“对子”， 彭妈妈今天特意给小金华带来一
条新围巾，现场系在孩子的脖子上，热情勉
励她战胜暂时的困难， 在中考中取得好成
绩。

� � � � 湖南日报2月4日讯（通讯员 夏文辉 记
者 徐德荣）2月2日，南华大学林英武教授课
题组在人工金属酶分子设计领域取得重大
研究进展， 拓展了人工金属酶分子设计理
念。 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化学顶级期刊《德国
应用化学》上发表。

此次发表的研究成果中，课题组利用手
型配体的分子组装，构建了极为罕见的特异
性识别铜离子的紫色金属水凝胶，形成独特
的人工金属酶活性中心。 紫色金属水凝胶能

够结合和活化氧分子， 实现氧的单电子还
原， 生成稳定且具有生物活性的超氧阴离
子， 能与生物分子如细胞色素c发生氧化还
原反应。

据悉，自2013年以来，该课题组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湖南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和南华大学“双一流”重点提升项目等资助下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该研究对于超氧阴
离子的制备、储存和运输，以及在生物催化和
生物传感等领域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婆婆嘴”“碎碎念”

汉寿节前谈话
铸牢廉洁“底线”
湖南日报2月4日讯 （曾献忠 刘新龙）“春

节期间，我一定带头遵守和执行廉洁自律有关
规定， 自觉接受上级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同时，作为单位主要负责人，我将坚决履行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对干部职工严要求、强
管理，确保过一个廉洁、祥和的春节。”2月1日，
汉寿县某局党委书记、局长在接受县纪委主要
负责人谈心谈话时说。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春节
将至，汉寿县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开展节前廉政

“谈心谈话”，由县纪委主要负责人或联点县级
领导对单位主要负责人谈，县纪委相关负责人
对单位副职谈，县纪委派驻各单位纪检组和单
位主要负责人对单位中层骨干、重点岗位工作
人员谈。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春节期间做好表
率，做到对上不送、对下不收，并加强对本单位
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引导他们把握廉洁“底
线”，自觉遵守相关规定。

“廉洁自律的‘婆婆嘴’常念，督促党员干部把
纪律和规矩常记心头。” 汉寿县纪委主要负责人介
绍，汉寿县已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开展节前谈心谈话
56人次、单位副职和中层骨干125人次。

� � � � 湖南日报2月4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曾聪）对贡献突出的教学一线教师给予每人
10000元的奖励，对优秀教师给予每人1000
元的奖励。 1日，安仁县举行教育系统先进典
型表彰活动，对130名优秀班主任、学科带头

人、教师等进行重奖。
据悉， 安仁县今后还将加大奖励范围，

加重奖励金额，在三年时间内，投资7个亿，
改善学校教学环境， 提高教师工资待遇，重
奖一线优秀教师，不断提高地位待遇。

跨省“爱心救助”，将爱从湖南传到黑龙江———

流浪26年终与家人团聚

传统立春迎春民俗再现长沙

“爱心妈妈”与贫困学生结“对子”
致公党长沙市委开展“爱在珊瑚”春节慰问活动

人工金属酶分子设计
取得重大研究进展

安仁县重奖一线教师

迎春·打春·颂《春词》

� � � � 2月4日上午，市民在游园赏花。当天正值立春，天气晴好，湖南烈士公园年嘉
湖畔的腊梅开得正艳，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赏。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春暖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