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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潘胜亮 李婷

见到你时， 已是一张市民为你定格的永
恒：头戴警帽，身着警服，笑容可掬，冒风雨在
人群车流间穿梭，为护送小学生而忙碌……

11月6日，岳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岳阳
楼区大队教导员卢山执勤间隙， 一遍遍在
手机上翻看着你生前的照片。 他含泪赋诗
悼念：战友离去，从此绝别；昔日风采，和血
书写；栉风沐雨，殷勤护学；爱心温暖，绵绵
不绝。

刘军， 岳阳楼区大队五里牌中队民警，
30年如一日，守护交通安全。然而，一周前病
魔来袭，英年早逝。

斯人已去，音容宛存。你的平凡事迹有
如“精神遗产”，感动着岳阳。

执着的你，练就“胖子叔叔”

1986年，18岁的你高中毕业后， 考上交
警。你父亲当时是老交警，同事提议将你就
安排在城区，好照顾家。性格腼腆的你只问
了一句：“哪里最艰苦？” 你就去了条件差的
云溪区。直到今天，同事还在赞赏你的选择。
当时云溪区交警连办公地点都没有。你任劳
任怨，和同事们一起“创业”。

1年多后， 表现优秀的你被调回中心城
区， 安排在繁华的东方红小学路段执勤。你
的工作时间雷打不动， 每天6时起床，7时前
就到岗，18时确定学生都走后，你才会离开。

一次，父亲心疼地“责问”你：“你上的什
么班，回来这么晚？”“我上的责任班！”你回
答得很干脆，“学生未到我先到，学生离校我
后行，下班回头看一眼，教室灯光全熄了，我
就可以回家了。”

你母亲清楚地记得，1988年秋天， 一天
晚上你捡回一个3岁的女孩。 你请母亲帮孩

子洗漱、做饭，又请家人一起，抱着孩子沿街
奔走2小时，终于找到她的家人。孩子的父亲
买了2包好烟相谢，被你婉拒。

寒来暑往，每当上学、放学，身体微胖的
你会出现在马路中，时而展开双臂护送孩子
横过马路，时而疏导交通，时而阻止违章掉
头的车辆。这道身影大家都熟悉，孩子们不
知道你的名字， 都亲切地叫你———胖子叔
叔。

敬业的你，站成“美丽风景”

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 你被查出患糖
尿病。2003年， 组织上将你调回机关工作。
2010年3月，路面警力不够，你主动请缨重
回东方红小学门前执勤，说是“重回故乡”。

“校门前的路口，刘警官的手势比红绿
灯还管用。”回想起你，东方红小学教师张昕
落泪了。有个叫星星(化名)的孩子很调皮。一
天放学， 他跑到校门口的马路上穿来插去。
你看到后， 抱住孩子和老师一起送他回家。
不善言语的你， 给孩子上了一堂安全教育
课，星星当场流下了泪水。

你患病在身，却不知照顾自己。工作需
要，你雨天从不打伞，常淋成落汤鸡；夏天执
勤，你备了两套警服，一件湿透了，脱下，换
上另外一件警服继续上路，再湿再换。

“刘军治病多选在双休日。”同事黄祖星
记得，2014年一个周末，他送你去医院，并交
代你须好好养病。可你周一一早就在路面上
忙碌了。你说：“每次看到这些孩子们就像是
看见自己的孩子一样，教育和保护孩子是交
警的职责所在。”

因为你的坚守，东方红小学路段从未发
生一起学生交通安全事故， 也从未被人投
诉。你因此获评省劳动模范、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转眼28年，
当年刘军就守护我们， 如今又守护我的儿

子。” 东方红小学家长曹娟说，“他就是街头
一道美丽风景!”

永远的你，留下“精神遗产”

“刘军，一路走好！”10月31日，岳阳市殡
仪馆哀乐低回。岳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唐文发领着同事们来了， 学生、 家长、司
机、市民代表来了……

近百位出租车司机右臂系上黑丝带，赶
来送你。 的哥李远东说：“我跑出租车10余
年， 刘警官总是微笑服务， 是交警中的楷
模。” 一名的哥给你父亲送上500元慰问金，
老人坚辞，的哥哭着说：“您就让我像儿子一
样孝敬您一回吧！”

“胖子叔叔，你到哪里去了？”“好想再摸
摸你的大手！好想再看看你那温暖的微笑！”
你走后， 东方红小学师生沉浸在悲痛中。四
年级学生苏小青还记得：好几次，当她走在
学校对面听到上课铃声，正想快点冲过马路
时，被你看见，你微笑着说：“小家伙，慢点
跑，注意安全！”

在亲人眼中，你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
儿子。妻子忘不了，再忙你都不忘下厨，为父
母做几个拿手菜。女儿记得，她读高中，每次
天没亮，你就起床给她做早餐；病重期间，你
总是笑着说没事，其实你是怕人担心。

你家里并不富裕， 单位为你争取了慰问
金。 而你每次总说：“应该给更需要的人。” 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政委殷瑛好感动：“刘军生
前备受欢迎，曾有22名家长联名向市长信箱写
致谢信，他在世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连日来，一个题为《岳阳好交警刘军走
了，故事感动一座城市》的图文帖子，在网络
传播，超10万人浏览和点赞。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支队长方年文表示，我们缅怀人民的好
交警刘军，号召全市交警向刘军学习，让爱
岗敬业、默默奉献的精神，能发扬光大！

湖南日报记者 吴希

名片
赵文力，1984年出生，湖南农大东方科技

学院人文学部副主任， 在学校创建 “雷锋热
线”，10年来帮助上千名大学生。

故事
10月底，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举

行运动会，“雷锋热线”的志愿者服务平台，再
次刷爆学院的“朋友圈”。上千名志愿者纷纷
加入。

“一个电话、一句留言或一条微信，就能
将平台上的‘雷锋’预约到身边。”一名新生幸
福地告诉记者。

负责学工管理的赵文力， 半年前突发奇
想，在“互联网+”新形势下突破传统思维方
式，创建了这个传递雷锋精神的移动平台。这
一办法很快奏效，持续升温。

熊小娜是个从未离开过父母的腼腆姑
娘，进入大学后，环境对她来说都是完全陌生
的：室友们的谈论常常让她插不上话，室友们
的玩笑常常让她难堪……她觉得整个世界都
在挤对她。军训期间的某日，她偷偷在新加入
的“雷锋热线”上，向赵文力诉说苦闷。

赵文力找到熊小娜。“大学是你迈入社会

的练兵场， 如果你还离不开父母在身边的呵
护， 那你又怎么成为新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好
兵呢？如果你有压力，可以在‘雷锋热线’参与
其他话题。大家可以由陌生到熟悉。”赵文力
轻松地开导熊小娜，还安排“雷锋热线”上一
位曾经与她情况相似的学姐帮助她。

一周后，熊小娜融入了大学的校园生活。
10年的辅导员生涯中， 像熊小娜这样的学
生，赵文力至少帮助了上千名。

“在大学生中开通‘雷锋热线’，就是想在
传递雷锋精神的和谐校园， 更好地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管是新生入学，还是一对
一的学习帮扶，不管是想创新创业，还是关爱
留守儿童，大家都可以直接联系‘雷锋热线’，
热线那头有我和我的志愿者们为你服务。”赵
文力说，他最开心的是他能通过“雷锋热线”，
时刻关注大山里的留守儿童。

2008年起，赵文力每年都要带着大学生
进行暑期“三下乡”志愿服务，为全省十几个
农村300多名留守儿童送去温暖。 山里孩子
的境况，总让回城的赵文力牵肠挂肚，现在他
和学生们常常通过“雷锋热线” 及时帮助他
们。

赵文力关注着线上动态， 不定期开展线
下活动。 他与教育部首批大学生网络文化工
作室———雷锋侠正能量动漫工作室合作，共
同研究雷锋精神传播品牌， 在大学生的日常
活动中，传播雷锋精神。

他邀请雷锋纪念馆讲解员到校宣讲，策
划“雷锋侠图片展”，组建、指导雷锋侠志愿团
等组织。在他的引导下，青年志愿者们在农大
子弟小学开展“红领巾加油站”服务活动，每
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定点对贫困生进行课业
辅导。

他被评为省学生资助工作先进个人、省
优秀共青团干部，团省委为他记三等功。今年
6月，团省委成立青年咨询团，他被选为委员
兼教育组组长。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洁

直升机来了！
11月3日上午11时，伴随轰隆隆的声响，

一架红色直升机平稳降落在湘雅医院门诊
前坪。2名医护人员立即登机，仅5分钟，直升
机便抵达位于长沙河西的某小区。

经过简单病情了解后，一名急性脑血管
疾病“患者”被抬上直升机。5分钟后，直升机
再次降落在湘雅医院门诊前坪。医护人员迅
速跳下飞机，将“患者”移下飞机，用担架送
往ICU治疗。

这不是在拍电影大片，是湘雅医院开展
的直升机空中医疗急救实战演练。该院与上
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
议， 成为湖南首家空中医疗救援基地医院。
这也标志着湖南开启空地一体急救新时代。

直升机医疗救援也被称为“空中120”。

记者在现场看到，机舱内能容纳一张担架、2
位医护人员，配备了呼吸机、除颤监护仪、注
射泵等医疗设备，与救护车配置一样。

湘雅医院急诊科主任李小刚介绍， 时间
就是生命，急诊抢救关键是“快”。凡是救护车
运送比较困难、用时较长、交通环境不好、患
者病情十分危重，都可呼叫直升机医疗救援。
医务人员在评估病情后， 决定是否出动直升
机救援。

记者了解到，此次演练用的直升机是莱
昂纳多AW—119， 正常飞行时速为150至
200公里，考虑到往返距离，最佳的飞行半径
为150公里，飞行时间1小时以内。不论是水
泥地还是草地，只要四周开阔、一个篮球场
大小的平地，“空中120”就能随飞随降，开展
危重患者航空紧急医疗救治、 医疗转运、专
家接送、移植器官转运等医疗服务。

一位经过空中救援培训的医护人员告

诉记者，乘坐直升机感觉比较平稳，最重要
的是速度快很多。此次演练，全程耗时仅15
分钟左右。而如果依靠救护车转运，受交通
拥堵影响，两地往返需1个小时左右。

“空中120” 为患者赢得了黄金抢救时
间，但目前价格不菲。不少围观的市民听说
这样的空中救援按小时收费，且每小时高达
4万元，不禁咂舌。据了解，目前一些保险公
司已经推出“直升机医疗救援”险，个人可购
买商业保险，使用直升机医疗这种高效医疗
服务。

湘雅医院院长孙虹透露，医院将打造一
支10至20人左右的飞行医疗队，除了与通用
航空公司合作，医院还将加强与武警湖南省
总队直升机大队的合作，建立覆盖全省的警
地航空紧急医疗救援体系，提升我省自然灾
害、 灾难事故等的救援
能力和救援效果。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湘雅二医院专家已经给我看了病，我们
就不去省城了。”11月5日， 从平江县第一人
民医院远程疑难病专家门诊室出来，64岁的
郑样相告诉记者。

11月5日，全省100余名县级公立医院院
长齐聚平江县， 探讨县级医院能力建设与提
升，探索“分级诊疗”新模式。其中，当天在平
江县正式投入运行的疑难病综合会诊及远程
专家门诊模式，与湘雅二医院实现了“科室对
科室、专家对医生（D2D）”精准对接，受到与
会专家关注，被称为远程医疗2.0版本。

不用奔波，县医院门诊可看大
医院专家

来自平江县三阳乡的郑样相，是远程医
疗2.0版本的受益者。

他在县医院被查出右肾多发结石并重度
积水、左肾萎缩，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是先
碎石再做血透，还是直接血透治疗？县里医生
把握不准。

郑样相本打算去省城大医院看病。听说
在县医院的门诊，可直接看湘雅二医院专家。
他提出了远程门诊的申请。

在金圣达远程医疗平台上，经过电子审批
和备案， 郑样相缴纳了专家门诊挂号费用，约
好了湘雅专家的远程门诊时间。而平江县第一
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肖瑶，按湘雅二
医院专家预先要求，完成郑样相所需的检查和
检验，并上传好所有病历资料和检查结果。

11月5日上午，按照预约时间，郑样相在
肖瑶的陪伴下，通过视频对话，看上了湘雅二
医院泌尿外科欧阳时锋副教授的门诊。最终
得到了一份湘雅二医院远程疑难会诊报告。
专家建议：先行右肾穿刺造瘘，改善肾功能，
再进行碎石治疗。

“要是跑去长沙看病，除了路费、住宿、吃
饭要开销，连挂号、排队都是抓瞎。”郑样相
说，现在有了湘雅专家的治疗方案，就放心在

县医院住院治疗了。
“医生病人都省去了奔波，靠互联网实现

远程会诊，既把病人留在了基层，又提高了我
们基层医生的诊疗能力。”平江县第一人民医
院急诊科主任朱建军告诉记者， 过两天湘雅
二医院急诊科有业务学习， 科室里的医生都
可以通过远程同步参加。

从R2R到D2D， 让分级诊疗
“落地生根”

其实，远程医疗并非新鲜事物。
目前， 我省大多数医院都开展了会诊室

到会诊室（R2R）的远程医疗服务。但有的仅
限于远程心电、病理和影像的会诊。

“以前需要提前2至3天向上级医院预
约。而且，双方都要离开原本的工作岗位，前
往专门的远程会诊中心， 整个会诊过程耗时
也长。”朱建军介绍，很多时候，基层医生往往
因不熟悉上级专家，而不愿意发起会诊；而上
级专家太忙又不能离开办公室； 患者忍受不
了漫长的预约时间， 而选择直接到大医院就
诊。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D2D模式应运而生。
“现在，基层的医生和大医院的专家都只需在
自己的科室里，患者所有检查、检验结果实现
了实时传输，30分钟以内就能实现远程会诊
和专家门诊。”湘雅二医院办公室主任、急诊
医学专家柴湘平介绍， 可以在基层治好的患
者根本就不用出远门， 需要到大医院治疗的
患者立即转诊，这就实现了“基层首诊、急慢
分治、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现在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
罗雀。“互联网+医疗”是促进医疗资源下沉、
患者合理分流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载体，平江
模式让分级诊疗‘落地生根’，值得推广。”湖
南省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处处长王湘生介
绍，全省将加大远程医疗空中高速公路的建
设，在服务定价、医保支付等方面研究并出
台相应政策， 并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共
同推进远程医疗的建设和应用。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11月5日，湖南
大学党委宣传部举办的“江生喜画龙
作品展” 吸引了该校很多师生参观，
展出的90余幅作品栩栩如生。画的创
作者是该校的一名保安。

42岁的江生喜是辰溪县孝坪镇
杉坳村人。2005年， 他应聘成为了湖
南大学的一名保安。江生喜工作之余
提笔就画，最喜欢画的是张牙舞爪的
龙，该校许多师生看到他的画都夸其
有天赋，画得好。保安江生喜画得好

的名声在湖南大学渐渐传开。
“立体感强， 有自己独特的风

格。”2009年，一位教师将江生喜的画
拿给著名画家、湖南大学教授陈飞虎
看。陈飞虎对江生喜的画给予高度评
价，并收他为弟子。从此，江生喜更加
勤奋。“感谢学校为我这样一名普通
保安办画展。”江生喜介绍，得到师生
的鼓励和支持，他画画的兴致越来越
高。他热衷于“龙”的文化，现在已完
成了100余幅以龙为主题的作品。今
年6月，《江生喜画龙作品集》 由文艺

出版社公开出版。
“真正的艺术植根于生活，真正

伟大的艺术家在广大人民群众之
中。” 陈飞虎说，“江生喜的画册出版
与作品展览，其意义并不仅在于他的
作品本身，应看到在学府之外、在专
家之外，在公认的所谓艺术家群体之
外，确实存在着一批不可忽视的艺术
人才。他们的自强自立、聪明才智、朴
素情感以及他们在困难面前不屈不
挠的执着精神，值得我们去挖掘与珍
惜。”

“我上的责任班！”
———追记岳阳好交警刘军

11月6日上午，选手骑行在
美丽的乡村道路上。当天，由长
沙市青竹湖生态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 芒果汽车等单位主办
的“青竹湖环山骑行赛”举行，
200余名骑行爱好者在21.8公
里的乡村道路上你追我赶。金
霞耕读小镇是本次骑行赛最主
要的赛区， 也是开福区发展战
略中将重点打造的六个“特色
小镇”之一。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廖文辉 摄影报道

骑行美丽乡村

湖南首家空中医疗救援基地落户湘雅医院———
“空中120”来了

湖南大学为保安江生喜举办个人画展

“雷锋热线”，
那头有“我”

从R2R到D2D，远程医疗进入“科室对科室、专家对医生”的2.0时代———

不出远门可找省城专家看病

赵文力 图/吴希

科教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