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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美丽 地铁站的爱心接力

5月6日中午， 长沙地铁二号线火车站
站， 盲人青年杨明明因对地铁站的环境不
熟悉，本是出站的他，误乘了入站的电梯。车
站工作人员王玲发现后， 马上将他带到出
站口（图①），托付给志愿者、长沙大学大一
学生贺语婷。随后，贺语婷一路扶着杨明明
来到500米外的公交车站，将其送上了回家
的公交车（图②）。

本报记者 唐俊 摄

本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全建平 唐海利 周仁

“解放军都是好人！谢谢阳连长夫
妇伸手相救， 才让老太太走得安心！”5
月6日， 衡阳预备役后勤保障旅值班室
值班员接到一个致谢电话，引起了旅领
导的关注，经过一番仔细了解才得知原
委。

5月1日上午9时30分，耒阳市科技
发明家广场，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心脏
病突发，后脑着地倒下，顿时嘴唇发乌、
失去知觉， 同行的老伴吓得六神无主，
不知所措。

“谁过来一起搭把手，把老人往阴
凉的地方挪一挪。”“别动她， 小心赖上
你！”一名20来岁的小伙正要上前，却被
旁边的老妈一把给拉了回来。 而这一
幕，被正在附近散步的衡阳陆军预备役
后勤保障旅连长阳平看到了，他一手拽
着当过护士的妻子，一把抱起刚满周岁
的儿子， 一个箭步地冲过去。“赶紧，救
人去！”没等妻子缓过神来，阳平已经到
达了老人身旁，顺势把孩子放下，蹲下
身子，用手在老人人中前试了试。“好像
没了呼吸，你学过医，赶紧给她试试！”
阳平边示意妻子过来救人，边掏出手机
拨打120急救电话。阳平妻子蹲下身来

准备施救。“你们当心点，小心家属找你
们麻烦，还是等医生过来再说！”围观群
众中的一名中年男子善意地拍了拍阳
平妻子的肩膀。

“先别管那么多，救人要紧，有责任
我来担！” 阳平坚定的眼神和语气给了
妻子一颗定心丸。随后，妻子对老人实
施胸外按压等急救措施。

“小伙子，你们这么热心，有什么需
要帮忙的我们也来。” 看着阳平夫妇的
紧张忙碌，围观群众深受感染，不少人
主动加入救援行动。10多分钟后， 救护
中心打来电话：“人太多，进入广场的路
口也被石墩挡住，你赶紧过来帮忙把救

援器材拿进来。”阳平接到电话后，又飞
奔到广场另一出口的救护车前帮忙。急
救中心经过20多分钟的极力抢救，还是
未能挽救老人的生命。

“小伙子，谢谢你们！老太太心脏病
比较严重，人虽然走了，但你们的行为
却让我们全家都很温暖！” 随后赶过来
的老太太家属对阳平夫妇充满感激。

回到单位后，阳平并没有把和妻子
救人的事告知部队和朋友，其妻子返回
医院正常工作。 老太太家属经多方打
听，才知道当日的好心人阳平是在家休
假的衡阳陆军预备役后勤保障旅干部，
其妻是广州军区169医院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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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方富贵 郭华

“五一”节前夕，常宁市委宣传部收
到一封“特别”来信，两页半皱巴泛黄的
信纸，语句不太通顺，但意思却很明白，
就是感谢一位“80后”青年悉心照顾他
这个残疾人。

写信人叫彭运东， 他要感谢的是
1986年出生的刘璐，现为常宁市畜牧水
产局团委书记。

彭运东患小儿麻痹症， 自幼残疾，
妻子早年患有肝硬化，女儿和儿子也先
后患上了肝硬化。他历经丧妻、丧女的

悲痛， 而乖巧懂事的儿子彭伟在2003
年考上大学， 成为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然而，2012年5月，彭伟也患肝硬化住进
了医院。彭伟的同学刘璐得知其家中不
幸，当即拿出1万元，并发动身边朋友、
同学组织爱心捐款2.7万元， 送给彭伟
治病。

2012年7月，彭伟不治离世，彭运东
心中的支柱轰然倒塌。“叔叔，您不要太
悲伤，以后您的生活就由我来照顾。”刘
璐情真意切的话，点燃了彭运东生活的
希望。

转眼到了农历除夕夜， 大雪纷纷，
听着邻里鞭炮声声，依旧沉浸在丧子之

痛中的彭运东早早躺下。突然外面传来
敲门声：“叔叔，叔叔……”他从沉痛的
思绪中惊醒，打开门，原来是儿子的两
个同学提着米、油、水果来了。其中一个
是刘璐，他一脸笑容地对彭运东说：“叔
叔，过年啦，我们特地买点东西来陪陪
您。”彭运东顿时泪流满面，握着两个年
轻人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从那以后，逢年过节，刘璐都要
过来看望彭运东， 给他送钱送物，风
雨无阻。看到外面要下雨，刘璐还会
跑出去为他收衣服；看到灶台上堆积
着碗筷，他会洗涮干净，并整齐摆放
在灶台上； 卧房里衣服杂物胡乱堆

放， 刘璐也会把它们整理得有条不
紊。每次临别时，刘璐总是再三嘱咐：
“叔叔，彭伟不在了，您就把我当您自
己的儿子，有事就给我打电话，保证
随叫随到。”

今年1月30日，农历除夕，刘璐的妻
子就要生小孩了，彭运东思忖他应该没
有时间过来了， 便早早准备躺下休息。
突然，刘璐提着米油和热气腾腾的饺子
送了过来，他对彭运东说：“叔叔，家里
有点事， 我来晚了， 在这里给您拜个
年。”

在刘璐精心照料下，彭运东的生活
充满了阳光。

垃圾当大餐“吃干榨尽”
项目落户攸县。消化16吨城市生活垃

圾，相当于少用近2吨标准煤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张力峰）焚烧处置

生活垃圾以代替燃煤， 产生的固体废物再作为水泥原料直接
进入水泥窑，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技术做到了“吃干榨尽”。记
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 华新水泥力推的这项技
术在我省再度“落子”，其投资的攸县项目已正式开建。项目总
投资6000万元，占地20亩，日预处理生活垃圾450吨。

去年9月，株洲生态环境工程及协同窑处理城市垃圾一
体化项目在株洲县竣工投产， 经测算每消化城市生活垃圾
16吨，可节约标准煤近2吨。这也是我省首个水泥窑协同处
置生活垃圾项目。

投资方华新水泥介绍，混合收集的生活垃圾经破碎、干
化、分选预处理后，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垃圾衍生燃料（即代
替燃煤），再分开处置，让二恶英/呋喃类有毒物质、含重金属
的底渣等危险废弃物在1450℃以上高温中彻底分解， 实现
无害化、减量化、无二次污染的处理要求。

省住建厅提出，生活垃圾处理作为全省“两供两治”（城市供
水和供气、城市污水和垃圾治理）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优先鼓
励采用焚烧和水泥窑协同处理技术，加快推进设施布局和建设。

6月龄婴儿肾脏
成功植入成人体内

创下我省年龄最小DCD供肾移植新纪录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龚亚军）记者今天

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获悉，近日，该医院成功实施一例6
月龄婴儿DCD供肾成人肾移植， 创下了我省供者年龄最小
的DCD供肾移植新纪录。

儿童DCD供肾移植因为其供肾体积小、解剖困难、吻合
难度大，术后发生外科并发症的几率也明显高于成人供肾，
因而是肾移植领域难度最大的一类手术。

天天（化名）是一个只差2天就满6个月的男婴。上个月，
天天突发高热惊厥。 心急如焚的父母赶紧将天天送到长沙
市某医院治疗。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但因天天起病急、病情
重，尽管心肺复苏，却出现了脑死亡。他的父母伤痛之时，决
定捐献天天身上有用的器官。

在省红十字会的协调下， 湘雅二医院的患者胡女士与天
天的肾脏配型成功。接到获取通知后，泌外器官移植科彭开龙
主任立即组织手术，取肾、修肾、植肾。经过6个多小时的手术，
天天的肾脏成功植入胡女士的体内。胡女士术后恢复良好。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罗
运山 王一超）今天中午，在怀化城区大街
小巷，出现了令市民感动的场面：怀化市公
安局鹤城分局城东派出所10余名民警举着
照片，为一居民寻找其走失的6岁侄儿。

当天12时许， 城东派出所值班室来
了一对心急如焚的夫妇。他们对民警说，

其兄、嫂在深圳打工，将6岁的儿子豪豪
委托他们监护。上午9时左右，豪豪在鹤
城区石门街上走失，请求民警帮助找回。
看着这对夫妇失魂落魄的神态， 民警的
心跟着紧张了起来，如果找不回来小孩，
对这个家庭是个沉重的打击。

小孩走失已过去3个小时， 寻找刻不

容缓。所长吴岑立即决定，将报警夫妇提
供的豪豪照片扫描后，用彩色打印机放大
输出，全所除值班人员外，其他民警兵分3
路，举着豪豪的照片去寻找。一路民警查
看当时路面电子监控资料，一路到没有电
视监控的各背街小巷寻找，另一路即刻带
着小孩家人， 去市场等公共复杂场所寻
找。通过地毯式寻找，14时50分，民警终于
在怀化农机校旁将走失的豪豪找到。

民警将豪豪送到报警男子手中。 见到
饥肠辘辘、汗水湿透了警服的民警，报警男
子激动地说：“谢谢你们！你们的举动，让我
明白了‘人民警察为人民’这句话的含义。”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乔伊蕾） 今
天， 省纪委通过官方网站三湘风纪网
发布信息， 中南大学原副校长胡铁辉
因涉嫌违纪问题，被省纪委立案调查。

胡铁辉，男，汉族，1951年4月出
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1968年参
加工作 ，1992年10月至 1994年 8月
任湖南医科大学湘雅医院党委书
记，1994年8月至1995年3月任湖南
医科大学湘雅二医院院长，1995年3
月至1996年4月任湖南医科大学党
委副书记（副厅级）兼湘雅二医院院
长（1995年9月破格晋升为教授），
1996年4月至1997年10月任湖南医
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湘雅二医院党
委书记，1997年10月至2000年4月
任湖南医科大学副校长兼湘雅二医
院党委书记，2000年4月至2000年
12月任中南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
兼湘雅二医院党委书记（2000年聘
为 博 士 生 导 师）。2000 年 12 月 至
2010年12月任中南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2010年12月至2011年12月
任中南大学副校长。2011年12月任
中南大学教师至今。

“以后您的生活，就由我来照顾”

践行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
身边的感动———

“救人要紧，有责任我来担”
六旬老太心脏病突发倒地， 危急时刻，“80后”上

尉军官携妻义无反顾上前施救———

中南大学原副校长
胡铁辉被立案调查

怀化城区出现感人一幕

民警举着照片找回走失小孩

残疾人彭运东经历丧妻、丧女、丧子悲痛，绝望时刻，“80后”
团委书记挺身而出，伸出援手———

在发达国家， 因为有脑死亡的立法， 而且器官捐献的
观念比较强， 所以即使仍有心跳或呼吸， 但患者已经过医
学相关部门确定为脑死亡， 即可宣布死亡， 如果该患者生
前自己已决定捐献或死后家属同意捐献， 即为有心跳的供
体。 在国内， 没有脑死亡的立法， 而且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较深， 目前自愿捐献的较少， 而且一般都是传统认为死亡
的， 即心跳停止后的供体， 此为DCD移植。

DCD移植■链接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杨雄春 梁军

“免费借的插秧机帮了我的大忙，70亩早稻5天就插完
了！”5月4日， 在蓝山县农业局还插秧机的总市办事处种粮
大户黄清江高兴地对记者说。

今年，该县农业局购回插秧机等农机免费借给农民群众，
以缓解农忙季节农机紧张的局面。该局制定了《农业机械免费
借用制度》，农户只需提前向农业局粮油经作股申请、预约，签
订借用协议，农业局保证农机机械性能正常，承诺不收取任何
费用。借用期满归还时用户须进行清洗和检修，保证机械循环
使用。农业局根据预约调整借用档期即可。该局工会主席吴惊
发告诉记者：“我们还将采购更多的农机供农民群众免费借
用。对于农民群众反映较大的提供稻谷烘干服务的问题，已进
入市场调研和谷烘机房建设选址阶段。”

记者来到该县竹管寺镇塘复村， 村民黄少红正驾驶借来的插
秧机忙碌着，他说：“今年，我种田300亩，只有一台插秧机。幸好县
农业局借给我一台插秧机，总算不会耽误季节。希望今后可以免费
借用更多农机。”

①

②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