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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10月中旬，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
的一名初一学生周美玲被授予第五
届全国“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成
为全国唯一一名未成年人道德模范。

一个12岁的小女孩，是什么壮举
让她获得如此殊荣？

勇敢的小英雄
时间回溯到今年5月22日。
傍晚6时许， 周美玲吃完晚饭随

妈妈沿着家门口的村级公路散步，
大人们聚在一起闲聊， 孩子们就在
路边嬉笑打闹。 突然， 同村的3岁小
男孩周运龙朝马路中央跑去， 不巧
的是， 此时一辆满载砂石的大货车
正由西往东疾驰而来， 眼看一场灾
难就要发生！

千钧一发之际， 众人还没回过
神， 美玲已快步冲上前， 用力把小
男孩往回扯。 谁知两人一起摔倒，
小男孩倒在她身上。 她顾不上自己
爬起来， 奋力一推， 将小男孩推向
了路边安全地带。 此时， 货车司机
已经紧急刹车， 可巨大的惯性让车
子停不下来， 撞上了来不及爬起来
的美玲， 她倒在血泊之中， 整个左
小腿血肉模糊。

送入医院后， 经检查， 她左腿
部分肌肉与骨头基本脱落， 神经、
血管、 肌腱严重受损， 医生说可能
要截肢。 不幸中之万幸， 经过紧急
抢救和清创、 皮瓣移植、 植皮等5次

大手术， 总算是保住了腿。
美玲救人的壮举很快传遍了星

城的大街小巷， 整个城市暖流涌动。
网络上网友纷纷为她点赞， 鲜花、
祝福、 鼓励、 爱心捐款溢满了病房；
许多市民专程赶到医院探望， 却又
怕打扰她休息， 只远远地看上一眼、
把善款交给护士便离开； 雷锋生前
同事张建文老人将珍藏了半个世纪
的与雷锋同志的合照交到她手中；

“最美画家” 段江华来到病床前， 对
她竖起大拇指： “小姑娘， 你比我
更勇敢！”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
易炼红作出批示， 认为她奋力救人
的壮举令人感动， 号召全市宣传学
习。

可爱的小天使
在周美玲的老师、 同学、 邻居

们看来， 她从车轮底下救人， 就是
本性使然。

在家里， 美玲是个懂事能干的
乖乖女。 每天放学后， 她总是尽快
做完作业 ， 然后洗衣服、 打扫卫
生 、 做饭， 等妈妈晚上下班回家
后， 还会给妈妈洗脚 。 每年中秋
节 ， 家里条件不好 ， 买的月饼不
多， 她就偷偷省下自己的那一份送
给奶奶。

在学校， 她是开朗热心的小天
使。 每次学校组织师生为区教育基
金捐款， 有的孩子可能捐3元、 5元，
家境困难的她却次次都捐10元； 学
校搞大扫除分配任务， 她总是自告

奋勇认领厕所搞卫生； 她在班上成
绩好， 帮助学习困难的同学是常事，
以前考试分数总是徘徊在及格线上
的洪诗喻同学， 在她的长期帮助下
变得名列前茅。

“美玲救人是一次偶然， 更是
一种必然。” 曾连续6年担任美玲班
主任的左利辉老师说， “孩子金子
般品质的养成， 离不开家人的言传
身教与学校的雷锋精神教育。”

美玲的父母虽然读书不多， 大
道理不会讲， 但是经常告诉女儿一
定要诚实守信、 尊老爱幼。 “她母
亲胡金华常给女儿讲些小故事， 比
如孔融让梨之类的， 美玲爱听， 也
愿意照着做。” 左利辉说， “她爸爸
周炬人也好， 别看平时话不多， 但
只要村民们喊他帮忙， 他一定会帮，
经常帮邻居修水管、 移空调。”

“望城区充分利用‘雷锋’ 这
一独有的德育资源， 在全区中小学
校开展‘雷锋精神引领品格教育’
活动。” 望城区教育局局长万畅红
介绍， 除续写雷锋日记、 参观雷锋
纪念馆等常规活动外， 每个学校还
结合自身实际， 开展了独具特色的
学雷锋活动。 西华中心小学举行分
享雷锋故事会、 雷锋主题演讲比
赛， 让学生们在一个个真实的小故
事中学会乐于助人； 黄金中学创建

“道德银行”， 引导学生把自己做过
的善事兑换成道德币 ， 存入“银
行”， “积蓄” 越多， 学期末的评分
越高……

望城还有许多“周美玲”
实际上， 在望城， “周美玲”

不只是一个人， 而是一种普遍的现
象。

走进望城， 雷锋塑像、 雷锋标
语随处可见， 雷锋图书馆、 雷锋电
影院等以“雷锋” 命名的文化场馆
比比皆是， 160个公交站牌均植入雷
锋照片、雷锋日记。 望城还制作雷锋
动漫、开通雷锋微博、设立学雷锋微
信公众号……雷锋精神已成为望城
的“区魂”。

近年来，该区创造性地将学雷锋
与各种志愿服务活动结合起来，为市
民学雷锋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和平台，
使学雷锋成机制、成体系、成常态。

“雷锋580”紧急救助热线以及衍
生出的“爱心妈妈”、“热心青年”、“亲
情学子”等10个志愿服务队，为困难
居民、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人员、突发
意外事故的求助者送去一场场“及时
雨”； 百姓城管志愿者协会吸引机关
干部、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门店业
主等不同群体纷纷加入， 每周五，上
万名志愿者一同走上大街小巷，打扫
公共卫生、维持交通秩序、劝导不文
明行为，处处可见“红马甲”；“万人红
袖章” 队伍由街道组织、 民警带队，
分区域、 分时段义务上街巡防、 看
守门栋， 为群众织起一张“红色安
全网” ……全区共100多支志愿服务
队、 35000多名志愿者活跃在望城的
各个角落。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临终关怀怎么做？ 有必要吗？
外人比亲人还做得好些吗？ 带着这
些问题， 近日， 记者来到了长沙市
第三社会福利院临终关怀六病室采
访。

2014年5月， 该院依托自身精
神病治疗专业技术、 养老服务专业
系统， 成立了长沙市首家临终关怀
专门机构———老年科六病室。 进得

“老六室” 大门， 只见一个四合小
院， 院内绿树成荫， 处处洋溢着温
馨活泼之气。 科室主任黄艳红告诉
记者， 这里80张床位， 住了79名老
人， 10个危重病人， 平均年龄86岁
多， 24名医生护士， 平均年龄27岁
有余， 还有一支由医务人员、 社会
工作者、 爱心人士组建的志愿者服
务队， 人数近600人。

综合施策———
改变的除了病症更有心态

黄主任说， 临终关怀对象一般
是预期寿命不到6个月的人， 临近
生命终点的老年人面对着死亡的恐
惧， 总想“生命的尽头是无边的黑
洞吗” 之类的问题， 病痛的折磨又
增加了这种恐惧。 临终老人绝大多
数完全失能， 一人失能， 全家失
衡。

减轻临终老人痛苦， 让其有尊
严、 舒适安宁地走完人生最后旅
程； 减轻老人亲属身心负担， 让他
们既尽孝道又尽量不影响正常工作
生活， 这就是临终关怀存在的意
义。 “老六室” 的专业团队由医
生、 护士、 护理员、 社会工作者等
8种人组成， 提供医疗护理、 生活
照料、 文化娱乐、 康复训练、 全人
关怀、 心灵抚慰“六位一体” 服
务。 一年多来， 该室已为300多名
临终老人提供服务， 送走50多人，
做到了生死两相安。

“别拦着我， 我不要在这里，
我要回家去！” 正说着话， 门口传
来了吵闹声。 原来， 刚进来的患有
老年痴呆等多种老年疾病的长沙人
夏建芳不配合医务人员治疗， 出现
扔药拔针行为， 主治医师唐医生与
社工见状， 一边安抚老人， 一边联
系其家属， 询问情况， 明白她是对
新环境不适应而产生抗拒反应。

于是， 医护人员和社工介绍夏
奶奶加入健身小组， 介绍较为热情
的张奶奶等人与她认识、 聊天， 耐

心讲述住进福利院的原因， 还邀请
夏奶奶参加科室举行的唱歌活动。
几天后， 记者接到唐医生发来的短
信， 说夏奶奶慢慢和“老六室” 其
他老人打成一片了， 还积极接受治
疗。

记者问黄主任：“时间不长，夏
奶奶的改变怎么这么大呢？” 她介
绍说， 临终关怀根本理念在于不以
抢救为核心， 不以疾病为焦点， 而
是综合施策舒缓症状、 姑息治疗。
通过医疗、 护理、 心理、 社会等方
面的综合施策， 提供情绪支持、 心
灵陪伴等， 控制和缓解症状。

专业陪伴———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每逢周末、 节假日， 在“老六

病室” 可以看到， 志愿者一对一搀
扶着老人或外出购物， 或游玩公
园； 有的陪老人聊天、 按摩， 有的
为老人洗头、 清洁房间， 还有的组
织老人集聚一堂， 开展爱心汇演、
生日Party， 生命因陪伴少了孤独，
幸福在苦痛中绽放。

彭爷爷是一位参加过衡阳保卫
战的抗战老兵， 今年4月因中风、
心力衰竭送到“老六室”。 开始时，
他每天长吁短叹， 情绪低落。 社工
在了解到老人心理状况后， 耐心聆
听老人讲述往事。 原来， 老人晚上
总是梦到战争中遍地尸骸， 老泪纵
横， 痛苦不已。

为了让老人走出阴霾， 社工联
络“长沙老兵之家” 志愿者， 为老
人募集爱心轮椅， 由社工、 护理人
员、 义工轮流推着他下楼晒太阳、
呼吸新鲜空气， 扶着老人慢慢行
走。 省、 长沙市慈善部门和爱心人
士还为老人捐赠2万元慈善救助款，
省内外媒体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
活动前后对他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报
道， 这些关怀让老人自我价值得到
认可， 身心慢慢开阔起来， 走出了
心理阴影， 当年那段历史成为他生
命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久前，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走得安详而
满足。

临终关怀， 因专业而不可或
缺。 黄主任高兴地告诉记者， 现
在， 临终关怀越来越在全社会推
开， 民办养老机构吉祥养老、 安华
山庄等将临终老人与普通老人分区
居住， 专业专门服务； 湘雅三医院
等医疗机构则对方圆50公里内散居
临终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私分集体资金
违反组织纪律
湘潭市纪委通报一批典型

违纪案例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赵俊）湘

潭市纪委今天通报了10起典型违纪案例， 要求全
市各级党员干部要从曝光的典型案例中， 引以为
戒，讲规矩、守纪律，在纪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

这10起典型违纪案例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湘潭经开区响水乡雅爱村支部书记朱小波以

送礼为名多次侵占集体资金， 在雅爱村征地拆迁
中收受他人财物， 伙同雅爱村村支两委其他成员
通过集体收入不入账、 虚报工程款等方式套取资
金设立“小金库”，并以各种名义多次私分集体资
金，其行为涉嫌犯罪。2015年11月，响水乡党委决
定给予朱小波开除党籍处分，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湘潭高新区双马街道办事处项目办工作人员
冯建湘在负责双马垃圾场环境整治项目土地征收
过程中，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伙同双马街道建
设村支部书记周礼彰，村委会主任周少林，村委委
员严正德，村委委员、妇女主任项红霞，支委委员、
治安主任罗建龙， 采取虚造土地项目等方式套取
征地补偿款并私分， 其行为涉嫌犯罪。2015年11
月，湘潭高新区双马街道党工委给予冯建湘、周礼
彰、周少林、严正德、项红霞、罗建龙开除党籍处
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湘潭市工贸中专党委书记刘泽强在负责市工
贸中专2014年教师招聘工作中，违反组织纪律，对
其亲属报考该校教师岗位未按要求申请回避；在
对报考人员资格审查的重大问题上， 违反议事规
则， 未召开该校招聘工作组会议或提交校领导班
子研究讨论， 也未按有关规定提请招聘工作主管
部门研究决定， 致使其亲属在不符合报考资格的
情况下通过资格审查，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015
年8月，市纪委给予刘泽强党内警告处分。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汤
霞玲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 ） 湖
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夏立丰， 11月4日上午在手术室抢
救病人， 下午自己却被送进了手术
室急救。

据了解， 11月4日早晨6时许，
夏立丰接诊了一名重度颅脑外伤病
人， 一直在做清创处置和各项术前
准备， 8时将病人送进手术室进行
急诊手术。 下午， 手术刚进行到1
个多小时， 夏立丰突然感到严重不
适， 同事赶紧扶他到一旁休息。 夏
立丰随即出现了偏瘫、 昏迷， CT

检查显示“脑干出血”。
夏立丰今年43岁，身材胖胖的，

脸上经常挂着憨厚的笑。 同事们叫
他“老夏”。 他是科室的“110”，每有
危重病人抢救和急诊手术， 他随喊
随到。“这个医生脾气好，耐得烦。 ”
病人这样评价他。

脑干是人体生命中枢， 脑干出
血随时都可能致命。 截至记者发稿
时， 湖南省人民医院正在尽全力救
治夏立丰。

据悉， 这是湖南近两个月来发
生的第二起医生病倒在手术室里的
事例。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段志凌） 日前， 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

新田县原县委书记龚新智（正处级）决定逮捕。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生命末端， 心灯明亮
———走近“临终关怀”

上午救他人 下午他被救
湖南医生夏立丰病倒在手术室里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12岁的周美玲茁壮成长，离不开“雷锋家乡”雷锋精神的滋养———

小小少年有担当

新田县原县委书记龚新智涉嫌受贿被逮捕

11月2日上午9时18分，湘江长沙望城段，辽宁渔港监督局的“中国渔政21017号”顺利下水。 该船由
湖南湘船重工有限公司(长沙船舶厂)历时6个月建造完工,长40.8米，船型宽6.2米，自重200吨，设计航速
每小时16节。 这是我省首次建造的近海执法渔政船。 胡富君 胡兰 摄影报道

湖南造首艘近海“中国渔政”船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