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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黄成良 覃小欢 张和平

在靖州文溪乡金马村， 有一个普
普通通的80后农家小伙，13年如一日
精心照料瘫痪在床的母亲， 洗漱、喂
饭、按摩、倒屎尿……当迫于家庭经济
压力，不得不出门打工赚钱时，他义无
反顾地背着母亲远赴温州， 再苦再难
也不离不弃。

他，就是今年5月初被评为靖州首
届道德模范“孝老爱亲模范” 的林海
亮。

困苦磨难，压不垮稚嫩的脊梁
1984年出生的林海亮， 祖辈家境

贫穷。 父母结婚后，靠辛苦劳作和勤俭
持家，日子倒也过得甜美幸福。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海亮5岁那
年，能干的父亲中风后，瘫痪在床。 好强
的母亲没有向困境屈服，在照料重病丈
夫和操持家务的同时，做点小生意，撑起
濒临破碎的家。 自小懂事的海亮，也一
直刻苦勤奋，做母亲的贴心小帮手。

可让人料想不到的是，海亮初中毕
业那年，母亲因通宵赶工、过度操劳也
病倒了， 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病变。

多方求医，母亲的病情依然没有起色。
在亲友资助下， 海亮带着母亲来

到省城医院，可1万多元的手术费让早
已家徒四壁的林家人不得不选择放
弃。 后来，母亲的病情日渐加重，直到
病倒床头，无法起身。 刚刚上高中的海
亮，只得含泪离开校园，用稚嫩的肩膀
担负起照料双亲的重任。

2001年， 为了赚钱给父母治病和
维持生计，17岁的海亮含泪委托外婆
照顾父母，独自外出打工。 几年里，他
风里来雨里去，背水泥、挑红砖，拼命
打工赚钱。 每次领到工资，总是迫不及
待往家里寄。

父死母瘫，成为心中永远的痛
2004年，父亲因病去世，林海亮成

为家中唯一的男人， 也成了母亲唯一
的牵挂。

外出打工几年， 海亮一直与母亲
保持书信往来，嘘寒问暖，互报平安。
海亮发奋工作， 半年时间从仓管做到
采购员，工资也涨了许多。

2006年初，带着打工赚来的1万多
元积蓄，海亮回到家乡，说服妈妈再次
来到省城治病。 在省城一家医院，医生
检查后，遗憾地告诉海亮，太迟了，他

母亲的肌肉都已高度萎缩， 没办法再
做手术了。

满心的希望，顿时化作泡影。 欲哭
无泪的海亮，黯然陪着母亲回到家乡。
没能及时赚钱治好母亲的病， 成了海
亮心中永远的痛。

好人好报，苦难人生迎幸运
在温州打工多年的林海亮， 再次

外出务工时， 已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
的打工仔。 他决心自己创业，为母亲、
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

打工之余， 海亮到批发市场进了
一些小饰品， 然后租车运到乡镇集市
转卖。 从小就有“生意头脑”的海亮，把
小本买卖做得风生水起， 渐渐有了一
些积蓄。

而此时的海亮， 对母亲的牵挂日
益强烈。2010年回家过年时，他做了一
个让左邻右舍震惊的决定： 背着母亲
去打工。 春节刚过， 他就毅然背着母
亲，坐上了赴温州的客车。

接来母亲后，海亮一边打零工、忙
生意，一边照顾瘫痪的母亲。 每天天刚
蒙蒙亮，他就准时起床，清洗衣物、打
扫卫生、准备早饭，等母亲醒来，又帮
她洗漱、翻身、倒屎尿，喂汤喂饭。 白

天，他还想方设法抽时间回家，帮母亲
翻身、喂药、做饭。 有时生意稳定，海亮
干脆背上母亲，一起摆摊设点做买卖，
他说这样母亲就不会寂寞。

由于卧床太久， 海亮母亲的身体
十分虚弱，常常深更半夜拉屎拉尿。 这
让海亮养成了浅睡的习惯， 晚上母亲
稍有响动，他都会及时醒来，给她清理
屎尿、更换衣裤。 遇到母亲肠梗阻发作
无法排便时， 他就用手帮母亲把粪便
从肛门里一点一点抠出来， 有时一个
晚上要抠三四次。

正和海亮谈恋爱的靖州老乡蒋甜
甜，工作之余也常来帮忙照料母亲，送
水喂药，聊天解闷。 为了不让母亲生褥
疮，她每天帮母亲翻五六次身，按时用
温水给母亲擦洗周身。 有什么好吃的，
也总是先送给母亲尝一口。

2012年，林海亮迎来“幸运年”。年
初，他和女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两
人努力下， 他们又租赁了一个门店，
同时开办网店，由于物美价廉讲诚信，
生意十分红火。 母亲的病情也逐渐稳
定，经常在床头绣些十字绣，送给邻里
亲友。 去年底，海亮与妻子的爱情结晶
降临人间， 给这个饱经苦难的家庭带
来无尽喜悦。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尹婷） 阳光给力， 气温攀
升， 部分地区率先已进入35摄氏
度高温天。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两天，湖
南继续以晴天为主，气温进一步回
升， 且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范围
将扩大，请大家多饮水，外出注意
采取防晒措施。

在气象学上， 最高气温在35

摄氏度及以上时即可称为“高温
天气”。 今日14时， 张家界市气温
达35.5摄氏度。 据监测显示， 昨
天全省平均最高气温达30.1摄氏
度， 湘中以北大部分地区气温略
偏高。 省气象台预计， 23日至24
日， 全省以晴天为主， 气温持续
攀升， 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地区
将增多； 25日起， 全省又将迎来
强降雨过程。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施泉江 肖强 许申） 记者
今天从长沙公安交警支队获悉，长
沙交警部门在加大路面执法和路
口监控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路
段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实时抓拍
处罚力度。

今天8时至16时30分，长沙市
交警支队科情室与各城区交警大
队分控中心，通过路口监控总共抓
拍到机动车违法行为787起，其中
违反禁止标线指示381起，违反规
定掉头或左转的100起，违反禁止
标志指示的114起，占用非机动车

道123起，货车闯禁69起。
目前，长沙市交警支队全面启

动了支队和城区勤务大队分控中
心路面交通违法适时抓拍功能，重
点对城区主要道路机动车实线变
道、违法掉头（左转）、不按导向车
道行驶、违反禁令指示通行（停放）
等严重影响通行秩序的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实时抓拍和录入，有效地
减少了因路面警力不足造成的管
控盲区。 同时，城区第二批智能交
通系统正在建设中， 全市将新增
90个路口电子警察、300个视频监
控点，预计在10月份后投入使用。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李国斌）
战国的越窑青釉龙首提梁壶、晋代的
德清窑黑釉鸡首壶……走进湖南锦
绣神州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古陶
瓷展厅，108件不同款式的古瓷壶让

人眼花缭乱。今天起，古瓷收藏鉴赏家
周斌和陈立宜共同推出“百壶展”。

这些古陶瓷的创烧年代， 上至战
国，下至民国，其中不乏历史悠久的珍
品。据专家介绍，其中一件战国越窑青

釉龙首提梁壶，仿青铜礼器而制，古朴
典雅，釉层莹润，纹饰精美，为早期越
窑青瓷代表作。 另一件元代青花釉里
红黄釉凤首扁壶，造型别致新颖，雕刻
的凤首与器体凤纹巧妙融为一体，呈

现出凤凰展翅飞翔的意境。
据悉，23日至24日， 市民可前往

湘江中路168号的古陶瓷展厅免费参
观，并参与古陶瓷艺术讲座、艺术鉴赏
等活动。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周东平） 记者今天从省文
化厅获悉，《湖南省艺术品市场管
理暂行规定》23日起正式施行。《规
定》 首次对湖南省绘画、 书法、篆
刻、雕塑、摄影、装置等作品的交易
进行条文式详细约束管理，并提出
用法律形式打击鉴定制假等行为
（古玩不在其列）。 据了解，这是国
内第一部艺术品交易地方规定。

《规定》要求，艺术品交易需要
提供防伪登记证书和鉴定、 评估文
件， 或能够证明艺术品真实性和合
法性来源的其他文件， 通过拍卖和
网络交易的艺术品， 应在上市前经
过防伪备案登记，而艺术品防伪、鉴
定、评估纸质和电子档案，应当允许
委托人查询，或者经过双方许可，允

许第三方查询。从事艺术品咨询、防
伪、登记、鉴定、评估等中介服务活
动的机构，应向公众公布详细信息，
其中包括存续10年以上的防伪、鉴
定、评估纸质档案。

《规定》明确提出，包括鉴定单
位在内的中介单位收取服务费应
实行明码标价，鉴定机构对标的艺
术品进行鉴定服务应有3名以上专
业鉴定人员参与。 同样，艺术品评
估机构接受委托，对标的艺术品进
行价值评估服务， 也应当有3名以
上专业评估人员参与。

如果艺术品经营单位故意隐
瞒艺术品销售信息，给交易相关方
造成损害的， 将会被追究民事责
任，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湖南首部
“街巷志”首发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李国斌）
一部街巷志， 就是古城变迁史和新城
发展史的缩影。今天上午，记录了长沙
数百条街巷历史与故事的《长沙市芙
蓉区街巷志》首发。

《长沙市芙蓉区街巷志》编纂工作
于2010年4月启动，全书共50万字，采
用地图17幅、照片347张。 书中收录芙
蓉区街巷名592个，撰写街巷条目369
则。 长沙建城2000多年来，城市中心
一直未变， 其中很大一部分在芙蓉区
所辖地域。 该书翔实记录了古城到新
城几千年的街巷演变， 系统再现古城
风貌、旧城风采、今日繁华。

据了解，街巷志的编修在全国尚无
现成模式可效仿，芙蓉区史志档案局及
编辑人员大胆尝试， 在全省首开先河，
成功编写了我省第一部街巷志。

本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赵志高 向云峰

苗酒飘香，苗鼓震响，苗歌悠扬。
5月17日至19日， 规模盛大的绥宁苗
族“四八姑娘节”欢乐上演。 近2万名
游客从全国各地赶来，品尝这场具有
鲜明特色的民俗盛宴。

绥宁是苗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
63%的山区县。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
是当地苗族同胞传统的“姑娘节”。这
一重要节日相传是为纪念古代苗族
女英雄杨黎娘而设立的。 这一天，身
着节日盛装的苗族同胞聚集在一起，
喝烧米酒、吃黑米饭，对山歌、玩游
戏，谈情说爱，载歌载舞。 2008年，绥
宁“四八姑娘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年的“姑娘节”民俗特色活动
分别在长铺镇、关峡苗族乡、黄桑坪
苗族乡、寨市苗族侗族乡4地举行。开
幕式后，一台民族风情文艺演出吸引
了人们的目光。 侗族酒歌《纳米酒卡
起来》、瑶族舞蹈《咛啰哪嘞》和苗族

婚俗三部曲《哭嫁》、《迎亲》、《打洞
房》等，让观众大饱眼福。

5月17日下午至19日， 关峡、寨
市、 黄桑坪3个苗胞集中的乡镇沉浸
在节日的欢乐中，各种民俗节目纷纷
亮相。

关峡苗族乡大园村，曾因在村里
拍摄了电影《那山那人那狗》而闻名
遐迩，现在是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这
次过节，村里举办了“好客苗家”、“千
年苗俗”、“苗家特技”3大主题活动，
敬拦门酒、舞草龙、跳竹竿舞等苗家
特色节目丰富多彩， 游客如醉如痴。
贵州游客王艳红兴奋地说：“开了眼
界，不虚此行。 ”

在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寨市
古镇，热情好客的苗家阿妹们为八方
来宾敬上了香甜的美酒，送上了动人
的山歌。 人们兴致勃勃逛古巷，品历

史、赏美景、拍苗姑，细细品味古镇的
魅力。

神秘的黄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掀起欢庆高潮。 在上堡古国遗址
地上堡村，祭树神、爬古藤、背媳妇、
对山歌等活动奇特有趣， 观者如潮。
苗乡特有的“青钱柳”茶和乌米饭，也
成为游客争相品尝的美味。设在集镇
上的“非遗”展示摊点上，剪纸、苗绣
等苗族传统手工艺品以及香菇、木
耳、干笋、米酒、腊肉、青钱柳等苗乡
特产琳琅满目。在古色古香的黄桑苗
庄， 入夜篝火旺盛，“千人同舞一团
火”拉开大幕，主人、宾客纷纷上场，
歌声嘹亮，舞姿奔放。

本 报 5月 22日 讯 （通 讯 员
熊立春 刘勇 记者 张斌） 发生在
桃江县、备受社会关注的收购病死
猪肉制成腊味销售犯罪案有了新
进展。 桃江县人民检察院今天透
露，现任桃江县武潭镇动物防疫站
站长李文辉、武潭工商所副所长曹
炜已被该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
案侦查。

经查，2009年1月至2012年3
月，犯罪嫌疑人李文辉（男，49岁，
桃江人）在担任武潭镇动物防疫站
防疫员、防疫站站长期间，未认真
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规定的相关职责，对动物在屠

宰、经营及动物产品加工、贮藏等
活动中的动物防疫监督管理不力，
导致部分病死猪没有进行无害化
处理， 却卖给了桃江人龚云丰，龚
又贩卖到当地一些小作坊，最终流
入了市场。

另查，2009年3月至2012年3
月，犯罪嫌疑人曹炜（男，37岁，桃江
人）在担任武潭工商所副所长期间，
未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职
责， 对个体工商户无照经营行为放
纵不管， 对所管辖范围内的违法经
营行为检查、监督和查处不力，导致
龚云丰经营的冷冻库长期收购销售
病死猪及病死猪肉。

部分地区气温达35摄氏度
25日全省又将迎强降雨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吴玉林） 作为长株潭城市
群周边最大的湖泊，水府庙水库的
水体富营养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21日、22日，库区的湘乡市、双峰
县相继开展滤食性鱼类人工放流，
着力净化水府庙水质。

水府庙位于长株潭城市群西
侧，是娄底市的饮用水源地、湘潭市
的备用水源地，也具有重要的生态保
障作用。 但由于受库区周边工业污
染、城市生活废水污染、农业面源污
染、水库养殖污染等影响，水库生态
环境恶化， 水体已达到中度营养状

态，水体总体指标达不到水质Ⅲ级。
省畜牧水产局副局长刘志忠

介绍，通过放流鲢鱼、鳙鱼等滤食
性鱼类，增加其种群和数量，实行
“人放天养”，不投饵施肥，使其在
自然状态下觅食水中的浮游动物、
浮游植物、微生物等，从而削减氨
氮排放， 降低水体富营养化程度，
促进水质净化。

此次联合放流， 湘乡共放流
“四大家鱼”185万尾；双峰放流鲢
鱼、鳙鱼等大规格鱼种5万尾，夏花
鱼种1000万尾， 益侬公司赞助投
放银鱼受精卵1亿颗。

水府庙库区“投鱼净水”

一天抓拍机动车违法787起
省会将新增300个视频监控点

给艺术品交易戴上“紧箍”
《湖南省艺术品市场管理暂行规定》施行

涉嫌在“病死猪肉成腊味”案中玩忽职守

桃江两国家工作人员被立案侦查

醉人的“姑娘节”

5月22日， 许多市民在观赏古陶瓷珍品。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古陶瓷“百壶展”亮相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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