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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人一生中有两件事不能等，尽孝和
行善。”11月12日， 在中方县政务中心道

德讲堂上，怀化市志愿者协会执行会长、
“湖南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杨晓军跟大
家分享了他的公益故事。他说，做公益已
成为自己的一种习惯，一天不做闷得慌。

情暖“孤儿”
杨晓军卖过酒，做过其他小生意，而

走上公益之路始于2008年汶川地震。10
年来，他见过各种不幸家庭，看着心痛，
尤其心疼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

2011年的一天， 杨晓军和志愿者去
中方县铁坡镇走访9岁的女孩小丁。“小
丁还未出生，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在小丁
出生几个月后也离家出走了。” 杨晓军
说，9岁的小丁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小
丁就是志愿者常关注的“事实孤儿”。

那天外面在下大雨， 小丁家“下小
雨”。虽然条件艰苦，但小丁喜欢笑，她告
诉志愿者：“我开心一点， 爷爷奶奶也会
开心一点。”

“我们志愿者除了给小丁们带来物
质上的帮助， 是否还可以在精神层面给
他们更多关心？”杨晓军想。随后，他和协
会启动“寻找爱心爸妈”公益助学行动，
号召爱心人士与“事实孤儿”们“结对”，

更多从心灵上、精神上给予“帮扶”。
2011年暑假，爱心人士杨女士和志愿者

来到小丁家，与小丁交朋友。两个月后，小丁
第一次在电话里叫杨女士“妈妈”。

至今，“寻找爱心爸妈” 公益助学行
动已温暖近800名“事实孤儿”。

2016年，怀化市志愿者协会开展“情
暖高墙，天使有爱”公益活动，组织20名
小志愿者陪同20名“事实孤儿”，去监狱
看望其在服刑的父亲。“有些父子是第一
次见面。”杨晓军说，服刑人员见到自己
的孩子后，现场哭成一团。

助人为乐
近年来，在杨晓军带动下，怀化市志

愿者协会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活动， 把爱
像阳光一样洒向贫困孩子。协会实施“拾
穗行动”公益项目，长期资助300名贫困
儿童， 每年发放助学金20余万元； 实施

“天使的翅膀”脑瘫儿童救助计划，筹款
100余万元，救助脑瘫肢残孩子60个；实
施“梦想书包计划”，为留守儿童发放书
包4000余套，价值25万余元；实施“梦想
课桌计划”，为50余所山村学校捐赠课桌
椅1万余套，价值150余万元……

杨晓军还主导开展“公益小天使”活
动，已吸引7000多个家庭参与，陆续开展
保护母亲河、交通劝导、福利院陪伴等公
益活动600余场。“我们希望从小培养孩
子的公益思维，养成公益习惯，带动更多
人加入公益队伍。”杨晓军说。

今年上半年，杨晓军在做公益时发现，
有些大病患者通过不同的网络平台筹款，
存在不规范的地方。“一个患者治病花了5
万元，通过多个平台却筹款40多万元，这透
支了公众的善心与信任。”杨晓军说。

今年7月，怀化市志愿者协会与轻松
筹发起“轻松筹微爱互助站”（微爱筹），
通过志愿者实地走访核实，解决“最后一
公里”信任问题。至记者采访时，微爱筹
已为103个大病救助项目募款234万元。

“做公益是帮助他人，但杨晓军每次
做公益后， 他比受到帮助的人还快乐。”
志愿者罗小小说。

■点评
10年公益， 无问西东。 杨晓军做公

益，帮助了别人，也收获了快乐。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他人 ，快

乐自己。

一觉醒来钱没了
警方提醒：警惕“短信嗅探技术”

新型犯罪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余颖 罗小红

手机、银行卡在自己身边好好的放着，可一觉醒来，里
面的钱莫名其妙地被人盗刷了。这种利用“短信嗅探技术”
盗刷银行卡的新型犯罪已经在长沙出现。

11月15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以盗窃罪对犯罪
嫌疑人王某提起公诉。据悉，此系全省检察机关办理的首例
利用嗅探技术实施的新型盗窃案件。

“GSM嗅探设备”可辐射一公里左右范围

2018年2月至案发，犯罪嫌疑人王某利用在网络上购
买的“GSM嗅探设备”，截取被害人的电话号码和短信内
容，并利用被害人的手机号码在京东、淘宝、支付宝以及
各个网上银行尝试用网际密码登录， 然后利用截取技术
盗得网站发送至被害人手机的验证码， 顺利登录被害人
的账户，通过转账、消费等方法转走被害人账户上绑定的
银行卡存款。

王某交代，“GSM嗅探设备”可以获取设备附近一公里
左右范围内被害人的手机号码以及手机发送和接受的短信
内容。在成功获取手机号码和短信内容后，他利用网站、移
动支付APP存在的技术漏洞和缺陷， 进一步窃取到被害人
的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等信息，然后再利用这些信息盗刷
被害人支付宝、微信、银行卡里面的钱。为了防止被害人及
时发现，他多选择在深夜作案，等被害人早上看到手机里的
信息时，钱早已被转走。

2018年5月13日早上7点，长沙市民莫某查看手机时发
现，从凌晨1点多开始，她的手机陆续收到了“京东”、“阿里
巴巴”等网站发来的短信提醒，其银行卡共被刷走1.6万余
元。她立即向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报案。6月25日，犯罪
嫌疑人王某被抓获归案。王某是益阳人，无业。

检察官教你从四个方面防范

据承办该案的检察官介绍， 此类新型犯罪手段暂时不
能覆盖过多的手机号，所以受害人较少。检察官提醒从4个
方面进行防范———

1.平时要做好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支付平台
账号等敏感私人信息的保护；

2.睡觉前关机或者设置飞行模式，或者关闭手机的移
动信号，只连接WIFI，这样能略微提高被嗅探的难度；

3. 如果早上起来看到半夜收到奇怪的验证码短信，要
赶紧查看自己的银行卡和支付应用。如果发现钱被盗刷了，
火速冻结银行卡，保留短信内容，立即报警；

4.如果突然发现手机信号变成2G，要立刻意识到自己
可能正遭遇这种攻击，并采取以上方式进行防御。

洒向贫困孩子的“一米阳光”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杨晓军：

� � � � 2017年10月14日，“梦想书包计划”
公益活动现场，杨晓军与孩子们合影。

通讯员 摄

法治故事

黄花机场与新奥能源共建智慧能源平台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王晗 ） 湖南省北斗
增强应用军民融合协同创
新中心，11月14日在湖南
湘江新区挂牌成立。据悉，
这是我省首个北斗军民融
合创新中心， 将重点围绕
北斗导航增强技术相关成
果在隧道、 停车场等场景
下的应用， 开展相关关键
技术研究、 产品研制及产
业化推广。

该中心由湖南省产业
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湖
南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有
限公司、 测控与导航技术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 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
术研究院4家单位共同建
设， 分别提供创新政策支

持、创新基金支持、关键技术支撑、创新应
用支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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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知识产权军民融合试点建设方案
试点为期3年 确定8项重点任务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通讯员 周
闯 记者 胡宇芬）记者今天从省知识产
权局获悉，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
《湖南省知识产权军民融合试点建设方
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提出了国
防知识产权政策体系、 创造和运用水
平、服务能力、人才队伍等建设目标。试
点工作自2018年11月起至2021年7月，
为期3年，分为三个阶段实施。

《试点方案》明确，通过试点，全
省国防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显著优化，
将国防专利、军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等纳入我省知识产权优惠政策、享受
同等待遇；国防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
水平不断提升，激励军民融合科技创
新，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促进军民融
合新技术服务国防建设和我省产业
经济发展。

《试点方案》提出了开展知识产权
军民融合试点的实施内容，包括推动建
立国防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开展国防专
利申请受理业务、完善申报国防专利定
密渠道、推动国防专利许可转让、加强
国防知识产权保护、逐步拓展国防专利
代理服务、 开展国防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 开展国防知识产权转民用服务等8
项重点任务。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寇冠乔）今天，省机场管理
集团与新奥集团共同成立的湖南新奥
领航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在长沙揭牌。双
方将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共同建设国

内机场首个集计量、电力、
水力、燃气、空调5大管理
系统为一体的线上能源集
成管理平台。

黄花机场能源管理部副总经理
胡德向记者介绍，能源集成管理平台
应用后，将实现对机场范围内能源信
息、能源设施网络、能源服务的全流
程统一管理。如，当34号登机口没有
旅客时，平台可根据反馈数据进行智
能调控， 将该登机口附近的照明调
弱、空调出风减少，从而有效降低能
耗。

据介绍，能源集成管理平台是黄花
机场“智慧能源平台”建设的一部分。目
前，黄花机场正逐步淘汰旧有机械式计
量表,对机场的三大能源———水、电、燃
气进行全面智能计量；还将对机场下辖
变电站、 供水站陆续配备视频监控设
备，从而进行远程控制。

预计明年上半年将全部建成“智慧
能源平台”，届时可有效降低能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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