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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雨轩

她，3年前母亲患病去世， 父亲长年在
外打工，7岁便担起照顾弟妹的重担， 又当

“娘”又当姐。
她， 几年来一边读书一边卖报贴补家

用， 向社区求助帮父亲创业， 面对生活乐
观、坚强。

她，就是游柘楠，长沙市雨花区新星社
区的一名10岁的小女孩。 9月16日，游柘楠
作为全国十佳“最美孝心少年”，登上了中
央电视台的领奖台。 主持人称赞她懂事，小
柘楠朴实地说：“妈妈不在了， 我就要挑起
她的担子，照顾好弟弟妹妹。 ”

精明能干的“小妈妈”
“阿姨，买份报纸吗？ ”每天早上6点开

始， 雨花区新星社区内都会出现游柘楠带

着妹妹卖报纸的身影。
游柘楠一家四口人， 就居住在新星社

区附近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石砖小屋里。
2009年， 为了给刚出生的弟弟治疗手臂神
经断裂，家里花光了全部的积蓄。 2011年，
妈妈不幸患癌去世后， 一家人全靠残疾的
父亲在外打工维持生计， 小柘楠就承担起
了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

3年来，爸爸在外打工，经常十天半月
才能回家一次。 游柘楠就一边上学读书，一
边起早贪黑地洗衣、做饭，带大两个年幼的
弟妹。 为了贴补家用，她还早起卖报赚钱。

“如果运气好，一早上能卖出30多份报
纸，能赚到15块钱。 ”10岁的小柘楠虽然身
高比同龄人矮了一大截， 却是远近闻名的
卖报能手， 每天卖完报纸她都会买一些菜
回家，邻居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娘姐”。

作为家里的“小妈妈”，游柘楠每一分

钱都精打细算， 但她却说：“钱一点儿都不
重要。 ”

在游柘楠心里，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坚强懂事的好孩子
“我长大了。 ”这是10岁的游柘楠总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 虽然每天要从早忙到晚，
但家庭的重担并没有压垮她， 生活中她很
少哭，有着同龄孩子少有的坚强。

然而妈妈刚离开的时候， 她也和弟弟
妹妹一样，不能接受妈妈去世的现实，常常
从夜里哭到天亮。 2012年的一个晚上，弟
弟一个人溜出去找妈妈， 因为没吃早饭晕
倒在大街上，被新星社区的工作人员救助。

“三个孩子的生活让人看得心酸。 ”虽
然游柘楠的家并不在新星社区管辖范围，
但社区居委会主任姚艳了解他们的苦难
后，仍然决定伸出援手。 除了每周安排志愿

者上门走访，帮小柘楠照顾弟妹，社区一直
坚持给游家送去粮油等生活物资和慰问
金，这一帮就是两年多。

前不久， 游柘楠偷偷在爸爸的兜里塞
了一封信：“爸爸你不要再去打工了， 社区
里的阿姨说了，他们可以帮助我们。 这里有
我卖报纸赚的44元钱。 ”

原来， 游柘楠心疼残疾的爸爸打工辛
苦， 把他曾开过夜宵店的事悄悄告诉了社
区。 为了让游爸爸既能照顾3个孩子又能有
稳定的收入， 社区正筹划帮助他在家附近
开一家店。

如今， 游柘楠正在长沙市东方红小学
读五年级，由于获选“最美孝心少年”，她也
一下子成了学校里的“名人”。

“名人也要读书过日子啊！ ”对于未来，
游柘楠没有更高的要求， 她说只希望能照
顾好这个家，一家人快快乐乐生活在一起。

突破国际市场
技术壁垒

长岭石化研发成功高活性
载体裂化催化剂

本报9月22日讯 （李晓 文彬 亚平） 日前，
由湖南长岭石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的高活性载体裂化催化剂研究开发与应用项目，
通过了有关部门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

当前， 我国炼油行业面临原油重质化和劣
质化程度加剧的形势， 对炼油催化剂的活性提
出了更高要求。 长岭石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
单位突破国际市场技术壁垒， 研发成功高活性
载体裂化催化剂。 应用这一成果， 可降低国家
战略资源———稀土消耗， 减少催化剂生产过程
中氨氮废水排放， 具有显著经济社会效益。 据
测算， 生产这种新的催化剂， 较以前可减少氨
氮废水排放近四成。 专家鉴定认为， 其活性载
体制备技术属国内首创， 低分子筛含量高活性
载体裂化催化剂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突发人体伤害事件
2小时内通报
3部门联合组成食品药品

安全应急处置协作机制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包昌红）

湖南省食安委办、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省卫生
计生委3部门日前联合下文， 出台具体措施， 共
同提升食品药品安全应急能力。 遇有接报食品
药品突发事件信息后24小时内进行通报， 涉及
人体伤害的事件信息在2小时内进行通报， 实现
事件信息在同级食安办、 卫生、 食品药品监管
等部门之间及时传递、 互通共享。

据了解， 为实现资源互补、 共享， 由食安
委办、 卫生、 食品药品监管等相关部门组成的
应急处置协作机制， 明确信息沟通、 措施联动、
资源共享等协作内容并组织演练。 卫生、 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加强疾病病原检测、 检疫查验、
媒介有害因子监测与排查等实验室能力建设，
不断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能力。 确定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
院、 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省医疗器械检测
所、 湖南药用辅料检验检测中心为省级应急检
验检测机构， 各市州食品、 药品检验检测机构、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区域性应急检验检测机构。
建立和完善信息报告系统和风险评估制度。

本报9月22日讯（记者 周月桂）在互联网
时代，生鲜食品电商的发展远不如家电、服装
等行业取得的成绩， 主要瓶颈就在于冷链物
流。 湖南省冷链物流行业协会成立大会近日
在长沙举行， 这也是国内第一个省级冷链物
流行业协会。协会负责人表示，将依托资源聚
合优势，开拓生鲜食品电子商务市场。

据介绍，冷链物流在发达国家属于成熟
行业，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 发达国家农
产品进入冷链流通的在95%以上，而我国仅

5%， 每年仅果蔬商品因运输储存不当的损
失就有近千亿元。新当选为会长的湖南新五
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军表示，冷链物流
行业需要有效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通过
协会平台设计类似于蓄水池的商业结构，调

节冷库忙闲不均、 消除不良价格竞争等问
题。未来，协会将整合资源，设计一系列的商
业结构和项目， 如岳阳冻品口岸的市场运
作、进口冻品托拉斯运作、现代医药物流项
目、生鲜冷饮电子商务项目等。

“我们将在湖南率先做大生鲜食品电子商
务市场，”执行会长、及时雨冷链食品公司董事
长孟立军称，协会吸收了大量食品生产销售企
业、冷藏储运企业、物流配送企业，聚合这些企
业的资源，将有足够的优势开拓生鲜食品电子
商务市场。如果将会员冷库高密度存储的冷冻
食品，遍布乡镇社区的冰批点、奶批点，以及数
以万计的冷藏车辆连结起来， 再对接电商平
台， 就可以将食品厂商直接接轨终端用户，变
革冷冻冷藏食品的传统销售模式。

“挑起妈妈的担子”
———记全国“最美孝心少年”游柘楠

9月20日， 莫水
平 在 田 里 数 冬 瓜 。
今年4月， 隆回县六
都寨镇桃花村村民
莫水平家一块种植
药 材 尾 参 的 田 中 ，
自然长出一株冬瓜
苗 ， 藤 越 长 越 旺 ，
冬 瓜 也 越 结 越 多 。
目前 ， 这蔸藤上竟
结 出 了 70个 冬 瓜 ，
每个重10公斤以上，
最大的一个近 20公
斤。

老后 摄

冷链物流行业整合发展
湖南省冷链物流行业协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