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在“群星”中闪光
———追记宁乡市历经铺街道群星村党总支书记周丙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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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名片
龚巧晋，女，1993年出生，从山西

医科大学法医专业毕业后，2017年进
入慈利县公安局，成为一名法医。

� � � � 故事
2019年的第一周，龚巧晋有点

忙。 慈利县连发两起一氧化碳中毒
惨剧， 一位中年男性和一位独居老
婆婆，都因夜晚烤炭火发生意外。

作为女法医，这个冬天，龚巧晋
已经见到了多起这样的意外事故。
“农村很多人烧炭火取暖时，安全意
识淡薄，每次出这样的现场，都觉得
很惋惜。”

“不审活人问死者，不佩枪佩手
术刀， 总是看到生命最极端的面
相。”有人这么形容法医。

2017年，毕业于大学法医专业
的龚巧晋，进入慈利县公安局，成为
一名女法医。

小时候的龚巧晋，着迷于《名侦
探柯南》《少年包青天》 等影片，“柯
南和包青天都爱说‘真相只有一
个’，我那时候就埋下了一颗当侦探
的种子。” 为了实现儿时的愿望，高
考时，她选择了法医专业。

真的当了一名女法医， 穿上了
梦寐以求的警服， 她才体会到荣耀
背后的艰辛： 命案现场往往存在着

未知危险， 一位大学师兄就在出现
场时被电击牺牲； 某些高度腐败的
尸体充溢着有毒气体， 出完现场连
衣服头发丝都是臭的。 在每一个案
发现场，区分她和其他警种的，是一
身防护服， 以及戴得严严实实的口
罩和手套。

去年6月， 龚巧晋在两天内出
了4个现场，连续两晚没挨床。其中
一个现场是在深山老林， 走半个多
小时的山路，再钻10多分钟山林荆
棘才到达。“等我赶到的时候， 夜色
已深，从固定现场，到搜索尸体，再
到初步尸检、提取物证，刚忙完天就
亮了， 第一次感觉到夜这么短。”龚
巧晋说。

通过尸检与DNA检测，最终确
定死者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因上
山捡茶籽不慎摔下悬崖， 家人已经
着急地寻找了大半年。“虽然他们很

悲痛， 但是一直感激民警帮他们找
到了亲人。” 龚巧晋突然认识到，正
是自己这份职业帮助到了群众。

法医的工作时间不是朝九晚
五。龚巧晋说，在周末休息的时候、
吃完晚饭散步的时候、 刚钻进被窝
的时候， 随时可能接到出现场的命
令。

去年2月15日，正好是慈利“过
赶年”，早上刚吃完年饭，龚巧晋就
接到了出现场的电话。赶到现场时，
被害人尸身尚有余温， 而犯罪嫌疑
人已经逃往山中。 经过两三百名民
警、辅警、村干部、群众三天两夜的
围捕，终于将嫌疑人抓捕归案。

“死者得以沉冤得雪，我们也能
安心过年了。” 如释重负的龚巧晋，
邀上好友去河边放烟花， 抒发连日
来的压抑和沉重气息。

天天和尸体打交道，怕不怕？龚
巧晋说，“心里不发怵是不可能的，
师父们教了一个方法，心中有正义，
就不用害怕。”

不少人曾好心地对她说， 女孩
子做这个干什么， 为何不换一个工
作。但是她说，法医是一份很神圣的
工作，虽然脏、累、苦，总要有人来
做。妈妈也很支持她，常常叮嘱她做
好防护措施，保护好自己。

每每见到有人死亡， 面对家属
撕心裂肺的痛哭，龚巧晋也和家属一
样心情沉重。“生命脆弱，我们应当珍
惜现在的每时每刻。”龚巧晋说。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田贵学 卓立华

“如果没有你的相助，我恐怕不
在人世了，太谢谢你了!”1月7日，张家
界市永定区四都坪乡村民胡家有将
一面写有“白衣天使，乐于助人，情暖
人间”的锦旗送到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护士熊庆手中， 看着自己的救命恩
人，心情特别激动。

2018年12月17日18时30分左
右，熊庆跟一朋友开车回四都坪外婆
家走亲戚。 路经张沅公路泉水路段
时，天已渐黑。熊庆忽然发现不远处
有一红灯在闪，便放慢了车速。待靠
近时发现一辆摩托车撞在护栏上，但
是没有看到伤者。

由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医院
护士，她首先想到肯定是出车祸，肯
定有人受伤。正当她要停车时，同行
的朋友担心会惹祸上身， 便好言相

劝：“别去看了， 前面那么多路过的
车子都没有停下来， 你凑什么热闹
哟？”

“什么都不要考虑，救人要紧。”
熊庆把车停好后，立马往回跑至事故
现场，发现摩托车撞在护栏上，摩托
车侧翻的位置刚好挡住伤者。只见伤
者头朝地，满地是血。熊庆接连叫喊
伤者几声，都没有反应。检查其生命
体征，暂时正常。接着，熊庆立刻拨打
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120， 并给分管
自己的护士长打电话，按照护士长的
意见对伤者进行处理和抢救。 当时，
山区的夜晚特别冷，最少也有零下一
二摄氏度。公路上，来往10多辆汽车
没有一辆停下来， 都是看一眼就走
了， 最后一个三轮车师傅停了下来，
帮忙处理。

这时，熊庆发现伤者身边有一部
手机，很快在他手机里查到注明老婆
的号码，其妻子说自己在常德，让熊

庆帮忙拨打伤者妹妹电话。伤者妹妹
表示要从城里过来， 需要一些时间。
正当熊庆和前来帮忙的乡亲要把伤
者运上车时， 伤者的家属和120救护
车陆续赶到了现场。“幸亏你在现场
处理及时， 不然这个人就很难得救
了。” 现场救治的医生对熊庆的做法
表示赞许。医生见伤者半边脸完全已
经肿了， 脸部跟鼻部有明显骨折，下
巴有两个伤口，可能要手术。已经清
醒过来的伤者却说自己是不小心撞
上路边护栏的，是皮外伤，不用去医
院治疗。

一番忙碌， 熊庆没有去外婆家
吃饭，回到自己家里时，已经是晚上
11时多。 后来得知， 伤者名叫胡家
有，家住四都坪乡田坪村。发生车祸
后，胡家有得到熊庆及时救治，本来
想等伤恢复后前去感谢熊庆， 却遇
上大雪封山， 所以耽误了答谢恩人
的时间。

李曼斯

冬至方过，南方农村已是湿冷刺
骨。2018年12月23日上午10时， 妻子
从后厨端出一杯热茶，给难得周末在
家的周丙坤暖暖身子。

热茶滚烫，心事未了。他拂去妻
子的好意，拿起钥匙出门。却不曾想
这匆匆一去，成了永别。

当天10时40分许，宁乡市历经铺
街道群星村党总支书记周丙坤在群
星村资源分拣中心工作时突发急病，
猝然离世，将生命定格在54岁。

在周丙坤担任村干部的16年时
间里，他工作勤勉，曾获得宁乡市“优
秀共产党员”“清廉政风的新风典型”
等多项荣誉。

斯人深眠山间，身已远去；他的
动人故事，却在群星村久久流传……

那条路
周丙坤离去的第10天，同村村民

熊定梅仍不愿在家门前停留太久。
“他平时巡村常经过我家，每次

走到路边见到我， 就笑着问我缺什
么。我一说，过几天准给送来。”这些
天，熊定梅一看到那条小路，就想起
周丙坤的样子，忍不住落泪。

熊定梅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她儿子早逝，丈夫与婆婆瘫痪多
年， 一大家子指望着她一人度日，举
步维艰。

2016年，周丙坤开始结对帮扶熊
定梅一家，她的生活开始有了改变。

周丙坤第一次拜访时，熊定梅提
出想要一台轮椅。周丙坤点了头，说：

“要得，我去搞！”
几天后， 崭新的轮椅送上门来。

常年瘫在床上的丈夫和婆婆终于能
出门透气了， 这让熊定梅高兴坏了。
接着，家里的大小事也一件一件解决
了，熊定梅觉得日子变了个样。在她
心里，周丙坤是她最大的恩人。

将周丙坤视作恩人的，不止熊定
梅一人。

“没有他，我的妻子说不定已经
不在了。”村民袁国华介绍,他妻子检
查出尿毒症时， 周丙坤迅速组织募
捐，为他筹到了近3万元的爱心款。

周丙坤出葬那天，上千村民自发
赶到群星村，为这位好书记送上最后
一程。“他总爱围着村里转， 日日转，
夜夜转，好像转不厌一样。”村民曾宪
清说，一条条路走下来，村里的大事
小事都落在了周丙坤的心里，成了他
的牵挂。

那面墙
比起日夜牵挂的村子，周丙坤对

自己的生活显然粗心许多。
周丙坤的家，没有几件像样的家

具，甚至还用着木板与大缸搭成的老
式厕所。更令人奇怪的是，老房子的
墙刷得崭新白亮，但从通往二楼的楼
梯间开始， 雪白的墙面戛然而止，出
现了一道灰白分明的分界线。

“2018年洪灾时，他家被水淹了。
直到上个月，周丙坤的女儿要带男朋
友回家，怕人笑话才找人刷了墙。”周
丙坤的弟媳欧爱平清楚内情，二楼是
周丙坤的房间，他认为“没有必要浪
费钱”，因此就只刷到楼梯为止。说起
往事， 欧爱平觉得他这个大哥有点

“傻”。
2018年7月1日，大雨已连下了好

几天。群星村600户人家沿河而居，周
丙坤忧心忡忡， 组织发动70多名干
群，利用沙袋加固河堤。

然而雨势滔天，一切似乎于事无
补。 几日未眠的周丙坤驾上冲锋舟，
一波波转移村民。 在他的指挥下，大
部分群众得以安然撤退。

安抚民心 、发放物资 、灾后重
建……水淹后的村庄， 有太多的事
情需要他来处理。3天后， 他抽空回
到家里， 迎面而来的是父亲怒气冲
冲的扁担。

周丙坤这才知道，自家1500公斤
稻谷被洪水浸湿发了芽，家里的小汽
车被淹了，其父贷款购买的12吨肥料

也被冲毁。
匆匆留下几句安慰的话语，周丙

坤又转身离去。在灾难面前，他唯独
忘记了自己的家。

那盏灯
还未填补完洪灾带来的债务，周

丙坤撒手而去。在众人心中，除了怀
念，还有一丝遗憾。

周丙坤的病症来得突然，但并非
没有预兆。

2018年11月15日，周丙坤忽然昏
倒，被送往医院抢救。这一次，周丙坤
醒了过来。医生建议他去湘雅医院做
进一步检查。在众人劝说下，周丙坤
勉强答应次日前去就诊。

然而，到了凌晨3时，周丙坤挂完
最后一瓶点滴，竟偷偷“溜”回了村
里。

“明天工作日，还要开会呢。”面
对妻子的责备， 周丙坤有理有据。他
挂念着挨家到户的280盏路灯还没装
完，觉得体检有空再做也不迟。

然而，周丙坤没能等到有空的那
一天。

2018年12月23日，星期天。周丙
坤听说村里分拣好的废品被回收站
的人“挑了刺”，急急忙忙赶到现场。

“可没说几句话，周丙坤就瘫倒
在了地上。” 村里老会计卢进军见情
况不对，赶紧掐了他的人中，却不见
任何反应。120医护人员到达后，告诉
他们一个噩耗，周丙坤已经没有了生
命体征。

或许，周丙坤很难等到“有空”的
那一天。从2002年担任谭家山村村主
任开始，改建学校、硬化公路、开展垃
圾分类……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周丙
坤心中的头等大事。

就在周丙坤倒下的前一个星
期， 他一直挂念的路灯终于安装调
试完毕。如今，每逢天色暗下来，280
盏路灯如约亮起。 光亮照着群星村
里的小路，婆娑树影下，仿佛斯人从
未离去。

白衣天使，车祸现场救昏迷司机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严万
达 通讯员 刘联波 邹耀剑)1月6日，
东安县大盛镇大水塘村5组村民唐玉
成将一面写有“助人为乐、优秀辅警”
的锦旗送到大盛镇派出所，感谢前几
天3名辅警跳入冰冷水塘中勇救自己
的义举。

元旦节前后，持续的低温冰冻天
气导致东安道路结冰， 车辆出行困
难。1月2日中午12时左右，大水塘村5

组村民唐玉成驾驶一辆越野车，在行
经该村7组时，因车轮打滑，连人带车
掉入路边的水塘里。 唐玉成卡在车
里，动弹不得，并逐渐昏迷。

万分危急之时， 在此巡逻的大
盛镇辅警禹清德、蒋久武，发现了掉
进水塘的越野车和车里奄奄一息的
司机。

他们立即呼叫辅警郭祖前来支
援， 连鞋裤未脱就跳入水深齐腰、已

经结冰的水塘中，用石头砸碎车窗玻
璃紧急救人。

3人经过1个小时的施救，成功将
司机救出，并送他到附近的村民家中
取暖。

好在抢救及时，司机唐玉成在治
疗休息3天后，身体恢复了正常。

为了感谢3名辅警的救命之恩，
他特意做了这面锦旗， 并与亲朋一
道，将锦旗送到3名辅警手中。

三名辅警，冰冷水塘救落水村民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廖欣娅 陈雨阳 )“谢谢
你们赶来救我和娃，你们是我们一家
的恩人!”1月7日，42岁的刘素华一家
带着锦旗来到南华附三医院急诊科，
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1月2日，连日的大雪让南岳成为
一座“雪城”，前来赏雪游玩的游客络
绎不绝。而美丽的雪景之中，南岳区
寿岳乡红旗村的刘素华和刚呱呱落
地的儿子却命悬一线。

原来，当天二胎准妈妈刘素华突
发分娩，新生儿出生没有任何医护措
施保护，且胎盘残留母体子宫，随时
都有大出血的可能。 情况异常危险，

刘素华情绪亦极度焦虑。
天寒地冻，大雪封山。面对妻儿

双双面临极大风险，刘素华的丈夫立
即拨打了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
急诊电话。妇产科医生刘永红一边在
电话中安抚产妇情绪, 提醒其注意防
寒保暖，一边组织医护团队带着急救
设备飞速奔赴产妇家中。

路面结冰、坡陡路滑。但风雪挡
不住医护团队前进的脚步。大家经过
一个多小时艰难行车，在车辆无法再
往前开的情况下，医护团队又抬着担
架等设备，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救援
的路上。医护团队只有一个共同的目
的：赶快把产妇和孩子接到救护车等

候的地方……
看到这一场景， 沿途热心的村

民为他们送来了草鞋。 经过半个多
小时步行， 刘永红一行终于到达刘
素华的家中。 在迅速查看产妇伤口
和新生儿情况， 并初步处理产妇伤
口及进行新生儿护理后， 大家立即
徒手用担架接送产妇到三里多外的
救护车上。

医院也开通了绿色通道，刘素华
一入院，医院就组织医生帮她进行人
工剥离胎盘、止血等抢救工作。

寒冬里的这场温暖的生命接力，
让刘素华转危为安，孩子各项基本体
征也逐步恢复正常。

急诊医生，雪中跋涉救产妇孩子

“90后”女法医：

虽然脏累苦，总要有人做

中国梦
我的梦
1月6日晚，嘉禾县第一

中学，学生在表演文艺节目。
当晚，该校举行“中国梦 我
的梦”校园艺术节文艺汇演，
师生们通过舞蹈、小品、诗朗
诵、器乐演奏等形式，颂扬伟
大的党、 表达对祖国的无比
热爱之情。 黄春涛 摄

身着工作服的龚巧晋。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