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涵涵 杨朝清

连日来，杨女士在长沙街头被
陌生男子捅伤一事引发各界持续
关注。 8月3日，杨女士在网上发起
众筹， 仅5小时便筹集到了22.5万
余元。 目前筹款已经结束，仍在治
疗中的杨女士正渐渐康复。

如同浩瀚的天空难免飘来乌
云，任何社会都有可能出现极少数
不良之徒，让人欣慰的是，正义压
住了邪恶、 美好被公众悉心护佑。
正如杨女士眼下经历的这件事，一
开始就朝着正能量的方向发展：

案情发生后仅20多个小时，长
沙警方就在江西萍乡市将涉嫌故
意伤害的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警
方的火速出击、快速破案，让民众
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同样， 援手相助的长沙的士司
机让人肃然起敬。刚开始，网上那段
断章取义的短视频， 让这位的哥备
受批评质疑。很快杨女士出面澄清：
这位出租车司机并不知道自己被捅
伤的情况，以为她喝醉了，便往前开
了几十米。 在通过电话确认杨女士
情况后， 这位司机迅速掉头并拨打
110和120， 将车停在她身前来车方

向，打开大灯和双闪加以保护，直到
杨女士以及她前来帮忙的同事都上
了救护车才开车离开。 真相的还原
为出租车司机正了名， 同时网络上
的各种猜疑也逐渐散去。

更多的关爱随之而来。在众筹
网站上， 有127人为杨女士证实遭
遇。 截至当晚八点，杨女士被累计
帮助1.2万余次，筹集善款达22.5万
余元。 源源不断的爱心，让一个突
遭困难的家庭重燃希望，也让杨女
士的心理创伤渐渐弥合。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
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纵观整个事
件，从杨女士被捅伤到众筹成功、手
术顺利进行，可谓是一波三折，牵动
人心。 警方的雷霆行动，的哥的别样
守护， 人们对受害者的关爱及慷慨
解囊……平凡人间迸发的正能量在
不经意间打动人心， 而正是这一个
个细节，构成整个社会的温暖。

颗颗善心 ， 聚沙成塔 。 尽管
经历莫名一劫， 杨女士仍毫不犹
豫地说： “伤好后， 我还会留在长
沙。 ”她的话质朴直白， 令人感怀：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流光溢彩 、 车
水马龙的都市 ， 阳光从未离开 ，
人心不曾失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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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从未离开 人心不曾失暖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松绳子！ ”
8月3日上午11时，湘潭岳塘

区邓桥花苑小区2栋5楼，唐银飞
站在护窗里， 双手紧紧拽住绳
子，末端绑着空调外机；戴迎丰
套上橙色的安全绳，脚踩在不到
5厘米宽的外墙沿上， 左手抓护
窗栏杆，右手扶住外机。

此时，气温逼近38摄氏度，戴
迎丰的任务， 是要把空调外机放
到护窗右下方的平台上，显然，外
机吊得过高， 离平台还有一段距
离。 明晃晃的太阳晒在银色的护
窗上，一道道光反射过来，让他有
些睁不开眼。

听到指令，唐银飞再次确认
后， 小心地放出一段绳子，35公
斤的外机重量瞬间移交到戴迎
丰右手上， 手臂青筋立刻凸起，
豆大的汗珠从毛孔中滚落下来，

只见他屏住呼吸，一口气提起空
调外机，再将其轻轻放下，摆放
得稳稳当当。

紧接着， 连上空调各种管
线，抽空连接管内的气体，打开
环保氟的阀门……唐银飞适时
递上戴迎丰所需工具，两人配合
十分默契。

安装完毕，戴迎丰从小窗口
钻回房间，抹了把汗，松了口气。
安装空调的最后，也是最艰难的
一步已经完成。

入夏以来，空调安装迎来高
峰期，最多时，戴迎丰和唐银飞
一天要安装13台空调，也就意味
着， 这样令人提心吊胆的作业，
他们一天要操作13次，其中不乏
要攀爬到一二十层的高楼之外。

“别看我现在动作这么麻
利， 我第一年装空调的时候，整
个人吊在墙外，脚都不停地抖。 ”
戴迎丰说，“从事这个行业，没有

恐高症的人， 都会被吓出恐高
症，但又必须要克服。 ”

“我都连续大半个月没休息
了。 ”戴迎丰是湘潭一家电器公司
的空调安装人员， 也是有11年安
装工龄的老师傅， 每年夏天的空
调销售旺季， 对他来说都是一次
“烤”验。

戴迎丰告诉记者，他们一般
早上7时出门， 到晚上10时才能
收工回家，中间没有多少休息时
间，三餐只能就近随便吃。

“才一上午，就已经接了4个
单了。 ”话音刚落，戴迎丰的电话
响起，株易路口有一户需要安装
3台空调。

“你看，又来活了。 ”戴迎丰
边在后台操作边说。 刚安装完的
空调已完成试机， 吹出缕缕凉
风， 戴迎丰和唐银飞顾不上享
受，提上工具箱，走进烈日，继续
前往下一家。

用我汗水换你清凉
———————烈日下的空调安装工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彬 马朝辉

8月1日，蓝山县骄阳似火，热
浪扑面。 上午10时，公路地表温度
已超过40摄氏度。

国道G537永连公路祠堂圩路
段， 蓝山县公路局养护工人胡力
生和工友们身穿橘黄色马甲，正
忙着对沿线水沟进行清理， 衣服
早已湿透。

“早一天完成，过往车辆就多一
份安全。 ”省道S571线楠市路段，公
路养护人员黄春生和工友冒着高温
修补路面， 用砂石将一个个窟窿填
满，汗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每天要在太阳底下工作8至
9个小时，半个月没休假了。 ”在蓝
山县东方大道和二广高速公路连
接线路段，为路肩除草的打草机嗡
嗡作响，说话间，养护工人黄忠友
又向前推进了好几米。

据统计，今年1至7月，该县公
路部门共清除塌方5400余立方
米，清理水沟110公里，修复处治
路面病害41公里， 完成道路安全
隐患处治51处， 保障了全县道路
运行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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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战高温
修河堤

8月4日， 舜水河蓝山县塔
峰镇七里江段， 施工人员顶着
烈日修建生态河堤。近日来，该
县组织施工队伍采取上午早出
早休工、 下午晚出晚休工的办
法，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加快推
进舜水河二期河堤治理项目建
设， 将舜水河沿岸打造成水清
岸绿的生态湿地和居民休闲观
光的生态长廊。

杨雄春 唐雨军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者 陈
昂昂）8月1日至2日， 省政协港澳
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组织20余位省
政协港澳委员， 赴郴州市和桂东
县开展“三进三助”聚力行动。

省政协港澳委员“三进三助”
聚力行动是省政协“双助·双行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5月
底和11月初， 港澳委员们曾两次
来到郴州开展“三进三助”聚力行
动。 这次来到郴州，港澳委员们对
此前行动成果进行“回访”，并调
研项目对接和落地情况。

活动首站， 港澳委员们来到
了桂东县沤江镇青竹村。 村里8岁
的小女孩黄雨涵先天耳聋不会说
话，自幼丧母，由爷爷奶奶抚养长
大。 去年，孙易兵委员为小女孩捐
赠了助听器。 再次见到黄雨涵，孙
易兵关切地问：“现在可以说话了
吗？ ”“a,o,e,i……爷爷、爸爸……”
简单的词语和拼音， 缓慢而不清
晰地从黄雨涵口中蹦出。 得知孩
子进入了郴州市馨怡残疾人康复
中心学习，现已能简单说话后，孙
易兵十分高兴。

在村里，港澳委员们参加了村
卫生室和道德讲堂的奠基仪式，这
是委员们去年捐资35万元兴建的
项目。 项目建成后，当地老百姓将
就近得到较好的医疗、文化服务。

在郴州市，港澳委员们考察了
位于郴州高新区的宁邦广场项目。
这是何金松委员投资60亿元兴建
的大型地标城市综合体，项目于今
年6月动工，建成后将有力带动当
地商业经济发展。

三赴郴州，港澳委员们的帮扶
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吴志雄委员
在嘉禾县投资建设塘村农贸市场
项目和萝卜青菜食品安全市场项
目，并对接洽谈民俗文化特色村项
目； 叶惊涛委员与永兴县政府签
约，计划投资建设中国银都产业城
项目。此外，梁伟明委员在桂东、永
兴等地开展的阅读·梦飞翔项目进
展顺利……

大家纷纷表示，郴州良好的营
商环境、丰富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党
委政府务实的工作作风都展现了
强大的发展潜力。“我们将进一步
加大在湖南和郴州的投资力度。 ”

三赴郴州倾情帮扶
省政协港澳委员赴郴州开展“三进三助”聚力行动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龙琛 黄震宇

【红色档案】

【档案故事】
“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

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
“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

养成健全的人格， 煎涤不良的习惯，
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红色竖格纸上，一段段清秀工整
的毛笔小楷。这些文字，来自《湖南自
修大学创立宣言》《湖南自修大学组
织大纲》《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 》，
目前珍藏在省档案馆。

1921年7月 ，毛泽东 、何叔衡代
表湖南早期党组织出席中共一大回
到长沙后，为了培养党的干部和掩护
革命活动， 于同年8月利用船山学社
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贺民范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

8月初，为挖掘档案背后的故事，
记者探访了湖南自修大学旧址。讲解
员张斐介绍，这里实际成为中国共产
党湘区组织宣传文化和进行秘密活
动的阵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
第一所研究、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

培养造就革命人才
湖南自修大学旧址，位于长沙市

车水马龙的中山东路74号。这里始建
于清光绪初年，砖木结构，是个单层
三进四合院。

“当时，毛泽东和何叔衡向时任船
山学社总理的仇鳌寻求帮助，得以成功
创办我们自修大学。” 张斐告诉记者，
1921年8月16日，《湖南自修大学组织
大纲》发表，毛泽东手书“湖南自修大
学”校名贴在木牌上，悬挂于船山学社
大门口。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
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正式诞生。

“其实，早年间毛主席在写给友
人的信中就提到，他对旧教育的内容
和方法是不满的，提出要创办一所新
型的学校。” 张斐告诉记者，“革命与
建设的成败关键在于人才，而培养人
才的基础在于教育，这是创办自修大
学的初衷。”

毛泽东的这些早期想法，在《湖
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和《湖南自修
大学组织大纲》中都有体现。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写道，
“从前求学地方在书院， 书院废而为
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

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
可誉”。 组织大纲也写道：“本大学鉴
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
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
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
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与平民，学术周
流于社会”，并要求学生一边学习，一
边从事生产劳动。

“自修大学的创办，有着深刻的时
代背景和不同寻常的历史使命。” 张斐
介绍，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
急需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革命干部。湖
南自修大学的创办，正是为了适应这一
革命形势和实践需要。1921年10月10
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后，首先
就在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第一师范等学
校发展了一批党员。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由于自修大学的任务是培养造

就革命人才，虽然对招生对象的知识
储备和经济基础门槛较低，但对其思
想觉悟和社会理想却要求不一般。

《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就
提到，要考察学生“对于人生观的主
张”、“对于社会的批评”等项目，并明
确规定自修大学学员求学的目的在
于改造社会。

张斐向记者展示了一份湖南自
修大学部分学员名单：“第一个报名
入校的是后来成为革命烈士的共产
党员夏明翰， 最初的校友有毛泽东、
何叔衡、贺民范、郭亮、夏曦、李维汉、
姜梦周、毛泽民、罗学瓒、杨开慧等30
余人。”

为满足一般知识青年和青年工
人的要求，1922年9月，自修大学又新
增了附设补习学校。附设补习学校初
办时有学生114人，其中包括陈赓、贺
尔康、毛泽覃、高文华、张琼等。

在军阀统治的条件下，自修大学是
利用合法的方式创办起来的一所新型
大学。 它在形式上虽然是平民主义的，
但实际上是一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培养训练革命青年干部的学校。

“自修大学将原来的船山学社藏
书楼改为图书馆， 大量采购进步书
刊，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
《新青年》等，馆内收藏书籍共678种，
3677册。”张斐介绍，自修大学还创办
理论性杂志《新时代》，经常翻译一些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刊登运用

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和分析中国革
命问题的文章。

在旧址的展厅里，就记载了附设
补习学校学员贺尔康的求学故事。他
在日记中表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弄
钱，而是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人民
的解放。

湖南人民革命的“大本营”
“毛泽东和他的校友，一面研究马

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一边从事革命活
动。许多校友兼任了长沙各工会的秘书
或群众团体负责人，如毛泽东曾兼任长
沙铅印活版、 粤汉铁路总工会秘书、代
表， 担任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
事；夏明翰曾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编辑部
主任等。”张斐讲述起学员们的故事。

“1922年夏，党组织派自修大学学
员郭亮去新河粤汉铁路工作，期间他开
办了工人夜校。在教工人认‘工人’两字
时，他说：有人讲工人生成命苦，‘工’字
出不得头，‘工’字出头就是‘土’———工
人只有死路一条。 我看不对。 你们看，

‘工’字中间一竖，上顶天，下立地，工人
是社会的台柱子。大家不是说‘天’最大
吗？你们看，‘工’字和‘人’字加在一起
就是‘天’字，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
就有大如天的力量。”张斐说，这样生动
的讲课方式，不仅鼓舞人心，也提高了
工人们的阶级觉悟。

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他
们还发动和组织了全省第一次工运
高潮。1922年10月，毛泽东、易礼容等
人组织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掀
起了长沙工人运动的高潮。 此外，学
员们还掀起学生爱国运动，成立了湖
南青年救国团、湖南外交后援会。

由于自修大学宣传革命思想在
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引起了反
动派的不安。1923年11月， 赵恒惕政
府以“该校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
为由，下令查封了自修大学及附设补
习学校。后来，大部分学生转入了由
毛泽东任校董的湘江学校继续学习。

“湖南自修大学不仅为中共二大
作了组织上和人才上的准备，其培养
出的优秀革命人才，也为中国的焕然
一新埋下伏笔。”张斐说。据统计，从
1921年8月创办到1923年11月被查
封，自修大学学员达到200余人，为党
培养了一批优秀革命人才，成为湖南
人民革命的“大本营”。

回望初心
———红色档案背后的故事

湖南日报、 湖南省档案局、 湖南省档案馆联合主办

湖南自修大学：

中共第一所干部培训学校

� � � � 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
（资料图片） 湖南省档案馆 供图

� � � � �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
（资料图片）湖南省档案馆 供图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刘贵雄 黄葵 刘舒娴

8月3日下午5时， 蓝天白云
下，千亩良田环抱中，新田县三井
镇七贤山村露天游泳池里，上百名
孩子正在嬉戏畅游，好不开心。

守护在池边的，除了孩子的家
长，还有郑时仁老师和村里的一名
志愿者，他们不时提醒孩子们注意
安全。

“多亏了郑老师带头，村里修
了这个游泳池， 孩子不再野泳，大
人也少了一份担心。 ”谈起游泳池
的由来，村民满口感谢“郑老师”。

63岁的郑时仁是三井镇中学
退休教师。 去年暑假，他听说该县
一名学生因私自下水库游泳溺亡，
再想到本村的孩子也常去山下水
库游泳，他坐不住了。

一直在农村学校从教的他，深
知爱玩水是孩子的天性，他觉得防
范孩子下河游泳堵不如疏，为何不
让他们在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游
泳呢？

郑时仁打算在村里建游泳池
的想法得到了村主任郑平、村民郑
凤军的大力支持，3人各捐1000元
作为启动资金。

很快，郑时仁将自己精心起草
的《关于七贤山村修建游泳池的建
议书》， 以及游泳池效果图发到了
村里的微信群，并得到家长们积极
响应， 不到一周就筹集28000多
元。

经多次勘察，郑时仁选择一处
水源干净且足够安全的地方建游
泳池。 2018年6月30日，游泳池开
工建设。 很快，一个面积约200平
方米、深度约90厘米，池底硬化，
装有路灯，带有简易更衣间室外游
泳场就建成了。

细心的郑时仁在征求村民意
见后，又制定《七贤山村游泳池安
全告示》， 明确了包括未成人游泳
陪护、卫生管理、游泳安全等注意
事项。 还发动村中老人组建“防溺
水”志愿者巡逻队，不定时进行义
务巡逻，严防孩子私自下水。

在郑时仁等人的努力下，七贤
山村游泳池管理得当，没有发生一
起安全卫生事故，村里的孩子们把
游泳池当成了水上乐园，再也不偷
偷下河游泳了。

郑时仁退休后不忘初心，一心
为民的事迹在村里传为佳话。 目
前，七贤山村的“防溺水”做法已被
其他村效仿。

村里建起爱心游泳池

� � � � 8月3日，桑植县龙潭坪镇，崭新明亮的安置房成为一道美丽风景。去年9月，
该镇新建7栋居民楼作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对全镇16个村的154户无房户、
危房户、交通不便户等实行集中安置，帮助他们挪开穷窝，走上致富新路子。 目
前，154户易地搬迁对象已全面入住，开启新的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易
地
搬
迁
挪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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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

� � � �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资料图片）湖南省档案馆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