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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李梦强 刘贤安

8月14日，常德市安乡县安障乡车家
铺村2组，一座再普通不过的红砖瓦房落
成了。“我们绝不辜负你们的爱！”面对人
们的无私付出，夏超、夏龙、夏莲3名孤
儿，泪水中淌下誓言。

上世纪90年代，山东小伙夏庆玉，在
贵州一家煤矿里谋了份差。1997年，他和
贵州女子林登兰结婚，后来生下了夏超3
兄妹。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7月的一天，
夏庆玉倒在矿上，偏瘫了，不得已回山东
休养。

为了撑起这个家， 林登兰只身来到
邵阳一家足浴城打工。 同做技师的安乡
小伙周常阳，得知她的境况，十分感动，
有意地帮助她。2010年3月， 夏庆玉撒手
人寰。陪同林登兰料理完亡夫的后事，周
常阳就带着她母子4人，来到老家安乡县
安障乡车家铺村。

祸不单行。2010年6月， 林登兰患了
肺结核，得常年住院。她几次悄然出走，
但都被周常阳真情唤回。

所有的重担，落在了周常阳的肩上。
那一年，他揽下老家20多亩田，靠种水稻
和棉花卖钱为林登兰治病。没钱就医时，
他背着老母亲“挪用”了村里发放的危房

维修款，甚至还将田里未成熟的稻谷，提
前抵押给了粮贩子。

2013年11月， 病情恶化的林登兰，眼
噙泪水，劝周常阳将儿女送给他人抚养。周
常阳坚决反对：“有我在， 孩子们决不会饿
着！”林登兰安然辞世。留给周常阳的，是3
个毫无血缘的异姓儿女和9万多元的欠债。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村支书李仁安，
从林登兰来到村里的那一天起， 就接过
了这一爱的“接力棒”。李仁安发动全体
村民，为患病的林登兰募捐；她还协调教
育部门，顺利将没有户口的夏龙、夏莲送
进课堂；她自掏腰包远赴山东取证，并在
安乡县公安局“驻社联村”民警杨威的帮

助和联系下，帮孩子们办理了户口；逢年
过节， 李仁安都会为小兄妹们买来新衣
服和米面油。

今年初， 安乡县委组织部负责人唐
海芳下村走访时，得知了三兄妹的情况。
唐海芳当即表示， 将由组织部门接过照
顾三兄妹的“接力棒”。半年多来，通过多
方努力， 为三兄妹修建的三室一厅红砖
瓦房顺利完工了。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敬波 周敏

“请你来取肉和鱼，一点点心意，送
给院里老人。”8月14日， 电话一接通，汨
罗市长乐镇敬老院院长鲁托良心里便明
白，又是黄老要“麻烦”自己。拨打电话的
是长乐镇87岁退休老人黄佑民， 之所以
在中秋前半个月就通知敬老院， 是因为
他年岁已高，行动不便，捐助的物资得让
院长亲自去取。2007年至今，黄老已为敬

老院捐助20余次，金额达3万多元。
2007年初，长乐镇敬老院刚刚建立，

黄老和10多名老人约好去敬老院参观。
回家后，黄老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新建的
敬老院条件有限，日用品没有配备齐全，
伙食条件很一般。 过了两天， 老人凑了
2000块钱， 在镇上买了10个铁桶、10把
方便椅和一些生活物资送到敬老院。此
后，每到过节，黄老便提前买鱼和肉，给
老人们改善伙食。

“2008年，送来了床单；2009年，送

来腊肉和腊鱼……” 回忆起这些捐助，
鲁托良记忆犹新。2010年， 得知敬老院
新入住了老人， 因为手头没有现金，黄
老竟然把儿女为自己准备的棺木卖掉
换取了2700元， 为老人们人手一份，准
备了20多床棉被。 黄老说：“年纪大了，
不能为社会做多少贡献，响应国家和党
号召，接受丧葬新风，也是尽
自己一份余力。”

如今， 老人每天看看报、
打打纸牌，心态很平和，遇到

需要帮助的人帮一帮。为此，邻里们都夸
黄老心态好，精神好，越活越年轻了。“儿
女都已成家， 虽然不富裕， 但日子过得
去。吃、穿也用不了多少，留着钱也没有
什么用，还不如尽把力，帮助那些需要的
人。”老人说：“只要我在世，捐助就会一
直坚持下去！”

山顶上的企盼
本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吴畇

8月13日10时，四轮驱动的越野车，终于通过乱石
满地的通村公路，越过巨大的峡谷,爬到了海拔900多
米的山顶———凤凰县北部的山江镇凉灯村， 一个苗族
同胞聚集的村庄。

在第4村民小组， 记者正被寨子后的紫薇树所吸
引，树下却传来了羊“咩咩咩”的叫声。

羊的主人、33岁的苗族小伙子王表文，正在给羊们
注射疫苗。采访，就在羊圈外面进行。

王表文告诉记者，他原来也一直在浙江打工，媳妇
小龙也是在打工时相遇的，也是山江镇的。有了两个小
孩后，小孩也就成了留守儿童。

“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两口子一商量，决定
回家养羊，2012年2月回家过年后， 就开始修羊圈、买
种羊。”王表文说。

“本钱收回了吗？”记者好奇地问。
“还没有，总共投入了8万多块钱，才收回了2万多

块钱；不过现在有了120只存栏羊，值9万多块钱；我的
企盼，是今后每年能出栏100只羊，家里就可脱贫致富
了。”王表文说。

在距寨子一里远的山上， 王表文修了一个新的更
大的羊圈， 水泥砖砌的12根柱子高高耸起， 却没有盖
顶。一问才知他是缺乏资金。而凤凰县委副书记、宣传
部部长时荣芬，答应由宣传部出面协调些扶持资金时，
憨厚的王表文在表示感谢的同时,很不好意思。

11时35分，越野车沿着山顶，继续前行4公里多，
到达了第3村民小组。

46岁的苗族村民王如金，正在编烤烟；已编好的烤
烟，挂满了他家的老屋。

屋当头，就是一个巨大的烤烟房；从烤烟房打开的
门里，可看到的是一串串已烤好、等待取出的金黄色的
烤烟；烤烟房的地上，是一根根已锯好的木柴。

“运煤上山烤烟不划算，所以全村种植的300多亩
烤烟，全部都是用木柴烤；我从1984年16岁开始种烤
烟，30年了，都是这样；能像其他乡镇的烟农一样，集
中用电烤烟就好了！”王如金的话语中，充满了企盼。

51岁的苗族村支书吴求金，告诉记者，村里实在是
太偏远了，162户768个村民，平均每户有3个人、共有
500多人在外打工， 村民们对脱贫致富的企盼太强烈
了，2011年和2012年，村里修通村公路时，村民们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修了7公里长，在外打工没有回来的，
则把钱寄回来。

“唉，政府其实对村里的关心也够多的了，还是我
这个支书的能力不强，连第二村民小组的一公里山路，
都还没有修通。”吴求金自责地说道。

这种自责， 其实代表的
是村民们的企盼。

杨卫星 吴三军 陈星 贺威

8月6日上午， 涟源市公路局院内响
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一对中年夫妇
燃放着鞭炮，一位70多岁的老人手拿绣
有“舍己救人，积善行德”的锦旗，拉着一
个8岁的小女孩，大声喊着：“市公路局的
领导，我们给你们送锦旗来了，感谢你们
局里的梁帆救了我家段晓芳的命”。

时间还要再回到7月25日下午4时
许， 涟源市蓝田街道办事处蓝溪桥涟
水河边，光明社区8岁女孩段晓芳正在
玩耍，一不小心，她跌入了翻滚的河水
中。当时正值大雨过后，河水猛涨，水
流湍急，浊浪翻滚。面对险情，桥上数
十名围观的群众不敢下河营救， 只是
一个劲地呼喊：“有人落水了，救命，救

命！”情势十分危急！
涟源市公路局执法大队队员梁帆

恰巧路过这里，听到呼救声，他朝河中
一望，只见一个小女孩在水浪中挣扎，
正被水浪迅速冲向下游， 随时都会被
河水呑噬。梁帆见状，来不及脱衣服，
跳入水中， 用尽力气朝女孩被冲走的
方向奋力游去。就在他快接近小孩，正
要伸手去拉时， 突然一个巨浪打来，梁
帆呛了几口水，眼冒金星。他抹了一把
脸，定睛一看，小孩的身影不见了。时间
就是生命，梁帆一个猛子钻入河底摸索
了三四分钟，没有找到女孩。紧要关头，
梁帆的双腿都被河底的玻璃划伤，钻心
的痛， 梁帆浮出水面作了一个深呼吸。
就在这时， 前方漂浮出女孩的身影。他
强忍伤痛，一咬牙，奋力向前扑去，终于

抓住了女孩。他一只手划着水，一只手
托推着女孩，拼命向岸边游去。由于手
脚被衣服束缚，体力消耗很大，加上双
腿受伤，他感到精疲力尽，更严重的是
河面下的漩涡，张着随时要吞噬人的巨
口，死命的将他往下拽，使他只能在水
里反复打转，不能靠岸，几次差点被水
浪卷走。梁帆以非凡的毅力，咬紧牙关，
舍命相搏， 经过20多分钟的奋力拼搏，
终于将女孩成功救上了岸。

梁帆救出晓芳后，没有留名，也没
有停留，默默地离开了现场。回到单位
后， 他也没有对领导和同事提起过救
人的事。在他离开救人现场时，恰好被
路过的一位朋友看见了， 才把他的名
字和单位告诉了被救人的父母， 于是
才有了文章开头动人的一幕。

两岸文脉一线牵
台湾学子来湘研修湖湘文化

本报8月1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司念伟）
华夏文化，同根同宗；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8月13日上
午，2014年南台湾青少年“湖湘文化之旅”启动仪式在
湖南理工学院举行， 该院院长余三定勉励两岸青少年
珍惜机会，激起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共鸣。学者李凌烟
还为访问团的学子们作了题为“湖湘文化之美” 的讲
座。 在接下来的8天时间里，从岳阳楼到张家界，60余
名台湾青少年将开启梦幻般的湖湘文化之旅。

本报8月14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赵四荣 ） 今天， 记者
从衡南县公安局获悉， 该局经过长
时间调查取证， 成功侦破了一起涉
案价值400余万元、 受害者600多人
诈骗案件。

家住衡南县云集镇25岁的年轻受
害女孩小罗告诉记者，去年8月，小罗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通过网购从广州
某公司购买了800多元的面膜产品，使
用后没有任何效果。一个月后，广州某
公司打来“售后服务电话”，“售后服

务” 人员又向小罗推荐了一款美容产
品，小罗再一次选择相信。前后两次，
小罗花费1800多元，“美容” 依旧没有
疗效。但是，通过一个所谓的“教授”指
点， 小罗前后又购买了近十万元的美
容产品。可这产品还没用完，小罗脸上
的雀斑不仅没有消除， 反而皮肤出现
了灼痛感。 眼看巨额现金打了水漂，
“教授”又人间蒸发，小罗随即向衡南
警方报警求助。

衡南县公安局立即展开调查，警
方发现类似小罗这样上当受骗的人很

多，受害人的群体比较广泛。很快，警
方锁定“广州馨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时，警方联
系相关部门对药品进行鉴定后发现，
小罗购买的这些价格高昂的“美容产
品”，绝大部分是一堆来历不明的低廉
“三无产品”。

衡南警方在掌握了这家“广州馨
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的涉案情
况后，于去年12月18日赶赴广州，对广
州馨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涉案
人员展开收网抓捕。

失去双亲不失爱 孤儿不孤

卖掉棺木为敬老 耄耋未老

记者在基层

跳河救人 涟水高歌唱英雄

耗资十万 雀斑未除反添痛
衡南警方侦破一起特大网购美容产品诈骗案

国家AAAA旅游景区 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
关山村葡萄熟了 电 话：0731-87940011

身边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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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晴转小雨 24℃～35℃
吉首市 多云转阴 23℃～32℃
岳阳市 阴转小雨 23℃～28℃
常德市 多云 22℃～31℃
益阳市 多云转阵雨 23℃～31℃
怀化市 多云 22℃～30℃

娄底市 多云 23℃～29℃
邵阳市 多云 23℃～28℃
湘潭市 多云 23℃～29℃
株洲市 阴 23℃～28℃
永州市 阴转多云 23℃～27℃
衡阳市 多云 24℃～29℃
郴州市 阵雨 24℃～28℃

长沙市
今天， 阴天有小雨 明天， 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北风 2级 24℃～28℃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图①、②：8月14日下午2时30分，长沙市湘江
中路与解放西路交会处， 两辆电动摩托车追尾。
因没看清红灯，后者举手表示道歉，小事化了。

图③、④：8月14日下午4时，长沙市五一大道，
载满货物的电动车被小车擦倒， 小车司机连忙下
车帮助电动车主扶起货物，双方一笑泯“恩仇”。

生活中，人们需要互相理解。多一分理解，增
几多和谐！

本报记者 唐俊 摄影报道

多一分理解
增几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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