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刘也 2019年2月22日 星期五

08

王永林：

南岳“父子交警”并肩奋战保畅通——
—

多一次坚持，多一份生命的希望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是， 如今在汨罗市， 已有18人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张璇 记者 徐典波

“
爸爸，您上个星期才献完血，今天又要去吗？”
“乖孩子！今天爸爸是要去参加志愿行动，
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一起过节……”
2月19日，元宵节。家家户户盼团圆，家住
汨罗市归义镇汨新社区的王永林， 一边整理着
志愿活动物资，一边与10岁的女儿说笑，随后
就出了家门。
记者也跟着王永林走街串巷做公益， 听到
的是邻里讲他的暖心故事。

无偿献血 103次的“献血大户”
王永林今年43岁，衣着朴实、其貌不扬，走
在街上熟人却不少。问其原因，汨新社区党总支
书记郑庭荡一脸自豪：“王永林是社区远近有名
的‘献血大户’呢！”
谈起第一次献血， 王永林记忆犹新。 年轻
时，他在消防部队服役，多次参加火灾救援，也
见证了不少生命的重生。1999年4月3日， 在看
到无偿献血宣传单的那一刻，他心中沸腾了。在
火场之外， 他还能以另一种方式挽救宝贵的生
命：“当兵就应该献热血！”
王永林从此与献血结下不解之缘。 他告诉记
者，无偿献血分为献全血和成分血两种。除每年献
全血两次外，他还会去医院机采血小板捐献。
今年正月初十，得知血站库存血液紧张，王
永林来到汨罗市城郊卫生院爱心献血屋， 一次
献血400毫升，完成了他的第103次无偿献血。

全国消防部队捐献造血干细胞
第一人
2003年1月， 王永林照常来到岳阳市中心

邻里眼中的“活雷锋”

2月19日，汨罗市大草坪广场，王永林（右）向
市民宣传无偿献血知识。
张璇 摄
血站献血。老熟人、血站护士吴拥霞对他说：“捐
献造血干细胞，王哥可以尝试下。”
“试就试，我都不怕！”王永林当即写下了申
请报告，并留存了血样。
2006年，王永林终于在中华骨髓库的检索
配型中，与北京的一名白血病患者匹配成功。他
捐献的120毫升造血干细胞， 挽救了一个北大
研究生的年轻生命，王永林也获评“全国消防部
队捐献造血干细胞第一人”。
“十分感谢王永林恩人的无私奉献，他给了
我第二次生命……”在王永林家中，所获荣誉存
满了整整一柜，他却时常只翻出这一份感谢信，
思索良久。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坚持献血多年的
王永林渐渐明白， 他一个人的力量太过于渺
小，必须动员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作为岳阳市
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形象大使，他经常
利用双休日、节假日进社 区 、进 学 校 ，分 享 自
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 让他特别自豪的

无偿献血20年，爱心温暖一座城。2011年，
王永林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又加入汨
罗市爱心帮帮志愿者协会。 他不仅在各类志愿
服务中宣传发动无偿献血工作， 还利用微信公
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小知识，
开展组团献血的爱心接力。
“为了能献上血，我和几个兄弟都把酒戒
了。”王永林的老朋友周炆阳说，在他心中，王
哥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活 雷 锋 ”。 王 永 林 曾 照
顾过一名五保老人孙骆宾， 每个周末去老人
家中探望，干家务、陪说话，定 期 带 老 人 去 医
院检查身体。老人寿终正寝时，还为其妥善料
理后事。
目前， 王永林只是汨罗市卫计局的普通干
部，但慰问敬老院老人、走访贫困学生、救助大
病家庭，哪里有需要，他总出现在哪里。收入并
不丰厚的他，个人先后捐款10万多元。
当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中国红十字
之星、中国好人、湖南好人等众多荣誉纷至沓来
时， 王永林仍未改自己献血的初衷： 多一次坚
持，就多一份生命的希望。

■点评：
20 年 无 偿 献 血 103 次 ，王 永 林 的 坚 持 ，给 无
数患者重燃生命的希望。
爱 心 不 断 ，奋 斗 不 止 。这 个 新 时 代 的 “活 雷
锋”，奉献的不只是热血。他几十年如一日，积极
参 加 公 益 活 动 ，不 求 回 报 ，无 怨 无 悔 。在 持 之 以
恒中，平凡有了不平凡的意义。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文兰 陈哲

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 南岳迎来数
十万游客祈福游玩，平安顺畅。这背后，
有南岳数千安保人员的辛勤付出。 他们
中有一对父子，并肩鏖战在“南岳衡山”
大牌坊路口交通安保一线， 成为熙熙攘
攘的南岳街头一道别样风景。
父亲旷文凯， 是在当地从事公安交
管工作20年的老交警。19岁的儿子旷锐
章，是湖南警察学院2017级刑技大队学
生，今年春节作为实习援警，首次品味人
民警察一线生活。
南岳衡山不仅是“五岳独秀”， 也是
佛道儒并存的宗教名山。 每逢重大节假
日，来南岳的游客达数十万人次，自驾车
辆多达近10万台次。而目前，南岳公安交
警干警、辅警只有82人，南岳城区各停车
场及临时停车区域，每天最大饱和量仅为
2.4万台，道路交通安保任务十分艰巨。为
确保交通安全畅通，自农历大年三十至正
月初六， 南岳交通民警和援警放弃节假
日休息，全警上路保平安、保畅通。
旷文凯、旷锐章父子俩值守的岗位，
在“南岳衡山”大牌坊路口，是南岳新老
城区祝融路与衡山路两条主干道交会的
中心地带。其中，祝融路直通南岳大庙和
中心景区，衡山路连接南岳高速、衡山西
高铁站、107国道南岳辖区段， 车辆、行
人流量巨大。

“凌晨就有旅客驱车前来，学警们五
六点就起床准备。”旷锐章说，新春安保
工作天没亮就开始了，而作为学警的“老
师”， 他还要负责接送大家去各自的岗
位，常忙得连早餐也顾不上吃。
中午没有休息， 旷锐章陪伴在父亲
身边， 和同学们在工作岗位上吃着已没
有热气的盒饭。下班后，旷锐章按照统一
行动的工作要求， 和同学们回到驻地休
息，即使在家门口也不能回家团聚，更谈
不上走亲访友、 串门拜年。 而繁重的工
作，也让大家无暇多想，每天回去后一般
倒床就睡。
这些经历， 让旷锐章真正体验了人
民警察的辛苦。
“小时候一到除夕就问妈妈，爸爸今
年会回来过年吗？那时妈妈总是安慰我，
说爸爸没有在‘小家’过年，是为了‘大
家’能过个好年。”旷锐章说，小时候对父
亲频频“缺席”家里团年，很不理解。
可这几天与父亲“并肩作战”下来，
他看到父亲既当交通疏导指挥员， 又当
学警的老师，还要当游客的“导游”，每天
在马路上连续奋战12个多小时。 为了帮
助新人适应岗位， 到了饭点还总是主动
“顶岗”让学警先吃饭、休息，这些都让旷
锐章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
“爸爸每次‘缺席’团年，于小家会少
一些热闹,但于大家，却添了一分平安。”
旷锐章笑着感叹，小时候不理解，没想到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长沙县警方破获特大贩毒案
缴获毒品3.6公斤

“蝇贪”除心气顺 村里修通致富路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米承实

舒雪恚

2月20日， 看着大小车辆欢快地行驶在通
往小黄、栗山2个自然村的水泥路上，溆浦县龙
潭镇红岩村8组的金银花种植大户吴钊盛笑了。
“
泥路变水泥路，还加宽了，大车畅通无阻，外
地商贩愿意进来，致富更有希望哩！”他笑着说。
要想富先修路，这对山高坡陡的红岩村群众
来说更为迫切。将往小黄、栗山2个自然村3.5米
的土石路扩宽成4.5米的水泥路，群众盼了多年。
2017年初， 交通部门将这条路列入了计
划。粗粗一算，按标准拨付的资金不够，群众必
须自筹一部分，村里决定号召村民集资。

但因原村支书张某和村主任张某舵优亲厚
友、“雁过拔毛”、办事向村民收“打点费”中饱私
囊等，群众有意见、气不顺，村里只收到部分集
资款。2017年6月，施工队开始动工挖路，后来
停工，此前挖好的毛路也接连塌方。
2018年，中央巡视组进驻湖南后，张某和
张某舵被群众举报至巡视组。2人因违纪违法问
题，于当年6月被溆浦县纪委监委开除党籍并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由此深挖细查， 溆浦县纪委监委揪出了该
县国土资源局有关人员受贿、 龙潭镇国土资源
所副所长陆某贪污等问题，19人受到党纪政务
处分，4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群众对此拍手称快，气也顺了许多，但对新一届
村支两委班子仍心存疑虑。新任村支书张祖德、村主
任陈顺光为了取信于民修好公路，每人带头捐了1万
元，挨家挨户上门做思想工作，并民主选举出2名德
高望重的村民负责资金管理。同时，公路捐款、危房
改造、临时救助等村里大小事务全部实行
“
四议两公
开”，在微信群里公布，做到了民主决策、阳光村务。
群众感觉到了新班子的变化，气顺了、心齐了，
原来观望的人也纷纷几十至几千元地踊跃捐款。
人心齐，泰山移。2018年10月，工程顺利开
工。到了12月，13.1公里的公路完成了拓宽硬化。
路通财来。村里的生猪、山羊、家禽、金银花
等农产品的收购价纷纷上涨， 原来滞销的金银
花也被商贩定购。
“今年准备再发展100亩金银花！”村民张
厚仁看着崭新的公路，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湖 南 日 报 2 月 21 日 讯 （记 者 李 国 斌
通讯员 文坚）今天，长沙县公安局对外发

布， 该局民警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
件，抓获贩毒团伙成员15名，缴获冰毒、麻
古、海洛因等毒品共计3.6公斤，斩断了一
条由云南至湖南的贩运毒品通道。
2018年7月初， 长沙县公安局禁毒
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重大涉毒案件
线索， 经上报后被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确
立为省督毒品目标案件。 长沙县公安局
迅速成立专案组，在长沙、邵阳多地开展
侦查。经过6个月的跟踪追击，成功掌控
了该贩毒团伙的成员、 活动轨迹和毒品
购销网络。
今年1月20日， 经过综合分析有关

信息， 该团伙有一批毒品将通过物流方
式从昆明运往长沙， 专案组组织多个抓
捕小组准备收网。当日下午16时许，在长
沙县朗
木 梨镇某物流园设伏的民警， 成功
将前来取件的嫌疑人徐某、杨某抓获，现
场从包裹内搜查出海洛因0.8公斤。其余
抓捕小组迅速行动，在长沙、邵阳等地将
徐某、杨某的下线何某凯、王某、谢某华
等13人抓获，共查获毒品2.8公斤，缴获
自制手枪1把、子弹36发。
经审讯， 自2018年12月份以来，徐
某多次从云南购买毒品至湖南贩卖。何
某凯在徐某等人手中买到毒品后， 将毒
品卖给王某等吸贩毒人员。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讯深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