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姜
鸿丽 通讯员 皮建宏）“救人是应该
的，坐了我的车，我就要对她的安全
负责。”近日，回忆起前几天救人的情
景， 常德市公交公司下属一分公司1
路车驾驶员杨建平显得非常坦然。因
为他的出手相助，一名女乘客转危为
安。

12月13日9时20分许，杨建平驾
驶公交车从常德职业技术学院行驶
至下南门站台时，车上一名女乘客突
发疾病，四肢抽搐，身体颤抖，面色苍
白。杨建平立即
停车查看，见情
况紧急，他立即
与 乘 客 沟 通 ：
“车上有乘客突
发疾病，要紧急
送往医院抢救，
大家可以在本
站下车或转乘
其他公交车，中
途不再入站停
靠，还请大家理
解。”

征得乘客的同意并获得支持后，
杨建平一路鸣笛、猛踩油门，火速赶
往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从发现乘客
发病到送往医院门诊抢救，杨建平仅
用了5分钟。 接诊的急诊科医生钟杨
介绍，当时女乘客已神志模糊，开始
担心脑血管意外，后经诊断为癫痫复
发。杨建平的生死营救，为患者的抢
救赢得了时间。

据了解， 发病的女乘客姓覃，事
后 , 其家属专程为杨建平送来感谢
金，但被他婉言拒绝。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郭颖

“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晚，
忘不了雨夜深山中，闪耀在手电光下
的警徽。”近日，远在河南的韩姓游客
通过电话，再次向张家界市永定区公
安民警致谢。

12月8日16时，永定区大坪派出
所接到报警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报
警人急促且慌乱的求救声，称自己私
自攀爬天门山后山，已经迷路且体力
不支，请求警察帮助。电话挂断后，一
场寒夜中的深山营救随即展开……

16时28分， 搜寻组民警们与被
困人员韩某再次联系，电话那头传来
韩某的声音：“我很冷很饿也很害怕，
手机也快没电了……”

还没说完，通话就中断了。没有
大部队增援，没有搜救犬增援，当事
人的手机信号断断续续；而受强降温
影响， 海拔高的地方出现了结冰现
象，寒风刺骨并伴有微雨。民警们意
识到：在漆黑的荒野里搜寻将更加困
难。韩某将面临生死考验，必须尽快
找到他！

随即，大坪派出所所长朱晓明与天
门山镇政府取得联系， 请当地政府增
援。这一次，朱晓明在现场下了“死命

令”：“没有找到被困游客，就不能撤离！”
在镇政府干部的配合下，17时38

分，在寂静的荒山野岭中，不断呼喊的
搜救队员恍恍惚惚听到一句微弱的回
音。根据判断，这很有可能是韩某的呼
救声。 搜寻组通过声音方向判断韩某
的位置，一路搜寻一路呼喊。

12月8日18时16分，大家终于听
到了韩某的回应：“我在丛林里！”

由于山坳回音的缘故，搜寻组始
终无法确定韩某的准确位置。搜寻组
不停地呼喊一声，屏息听一阵，然后
继续循音搜寻……

18时35分，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搜寻组民警们终于在半山腰的树林
里找到了瑟瑟发抖的韩某。看到民警
的那一刻，韩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
情绪：“我走了很久都走不出去，没力
气了，又冷又饿，再也走不动了……”

天气寒冷，夜晚气温骤降，山上
结冰路滑，如何将韩某安全转运出山
呢？ 十余人的搜寻队伍没有休息片
刻，搀扶着韩某即刻返程。搀扶的人
累了，后备人员立即顶替上来。

就这样， 通过近一个小时的艰难
行走，大家终于安全抵达大坪派出所。
在通过医护检查确认韩某无碍后，民
警于次日将其送上了回家的大巴。

“没有找到被困游客，
就不能撤离”

女乘客突发疾病
常德好司机上演5分钟生死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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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郑有为

12月24日， 不少人慕名来到新
田县金陵镇山林岗村收购红薯干。
该村计生专干胡平清向记者介绍：
红薯干已成为全村脱贫致富的重要
产业。

几年前， 山林岗村村民见邻近
村的村民种植红薯，大约5公斤红薯
可以加工成1公斤红薯干， 售价不
低，还很抢手。

于是，山林岗村村民也“依样
画葫芦”种红薯 、制作红薯干 。头
一两年，不愁销 。然而不久 ，红薯
干不走俏了。 村民们百思不得其
解。

后来，村民们了解到，原来是近
年加工红薯干的多了。怎么办？必须
改善加工卫生条件， 提升红薯干的
品质，合理包装。

村民们上网了解消费者需求，
出外调查市场行情，出台村规民约，
携手提升红薯干品质， 加强加工红

薯干的规范管理。
村民们从此改变了过去不注意

环境卫生的习惯， 把房前屋后和加
工作坊打扫得干干净净， 并在加工
红薯干时戴帽子和手套。 村里不定
期进行抽查和评比。 有的村民还主
动把加工红薯干的过程放到互联网
上直播。

根据市场需求， 村民们还在加
工红薯干时加入芝麻等天然配料，
加工成适合不同人群的近10种口味
的红薯干， 还做成真空包装和易于

保管的小包装。
变革开拓市场。如今，该村的

红薯干广受消费者欢迎， 售价稳
定在每公斤 30元以上， 供不应
求。

目前， 红薯干成为带动山林岗
村村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该村
56岁的贫困户曾春红， 今年尝试着
种了2亩多红薯， 制作红薯干800多
公斤，实现纯收入2万多元。仅今年，
该村22户村民通过种植红薯、 加工
红薯干脱贫。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张
福芳 通讯员 彭珊）“感谢你们的帮
助，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近日，
家住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新开
铺社区的胡娭毑把一面写着“人民
公仆 情系邻里”的锦旗送到新开铺
社区，据悉，这是该社区今年收到的
第三面锦旗。

胡娭毑是台湾人，一个人住在
长沙儿子家中， 因患有神经衰弱
症， 晚上需要非常安静的环境，可
楼上住户因工作关系， 需上晚班，
往往凌晨回家后洗漱走动影响了
胡娭毑休息， 双方协调过几次，但
没有结果。社区了解情况后，多次
上门做工作，以情感人，最终楼上

住户同意用布条绑住桌脚，尽量做
到动作轻柔，还胡娭毑一个安静的
睡眠时间。胡娭毑很受感动，为社
区送去了锦旗。

今年7月， 住在仁和家园患恶
性肿瘤的王素兰也为社区送上了
一面“关心群众疾苦” 的锦旗，感
谢社区两年来对她经济和精神上

的帮助；今年初，拆迁户李爹爹也
送来一面“心系群众”的锦旗，感谢
社区忙里忙外为自己办好了房产
证。

近年来，新开铺社区以“心系
百姓事 情暖居民心” 为办事宗
旨，在廉政教育、党性教育、为民服
务上持续发力。 如今，“有事找社
区，社区是我家”已成为群众共识，
该社区也获评为天心区“十佳平安
社区”。

传播“她”力量
湘阴表彰34名“最美”女性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彭柳 刘瑛）12月20日，湘阴
县表彰了34名“最美”女性。“帮助别人，
让我收获了快乐。”“最美巾帼扶贫突出
贡献者”、湖南鸿达建筑公司董事长李立
华将慈善当作快乐事业来经营。25年
来， 她累计捐款逾千万元， 用于扶贫帮
困、敬老爱幼、关爱贫困学子和支援家乡
建设。当宣布李立华获评“最美巾帼扶贫
突出贡献者”时，会场内掌声经久不息。

“最美婆婆”余桂斌11年如一日，坚
持为成为植物人的儿媳擦拭、 翻身、按
摩、清理大小便，用心诠释着人间大爱；

“最美巾帼创业者” 刘春华放弃省城优
渥生活， 携老公回家乡创业；“最美妻
子”谭桂枝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遭
遇车祸昏睡不醒的丈夫量血压、 测心
率，12年终于唤得丈夫清醒，用“爱”创
造医学奇迹……

“她”的力量无处不在，巾帼之花竞
相绽放。近年来，湘阴共培育各类文明家
庭160户，26户家庭获得省、市“五好文
明家庭”“最美家庭” 等荣誉称号，22个
单位获评省、市“巾帼文明岗”，涌现出
省、市、县“三八红旗手”67人，李立华荣
膺“中国好人”“湖南省最美扶贫人物”，
黄佳丽、余桂斌获评“湖南好人”，充分展
现了该县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
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

红薯干“变身”产销旺

新开铺社区用心服务暖民心

非遗文化进社区乡村
12月24日，嘉禾县珠泉镇鳌峰社区，民间艺人在表演花灯戏。最近，该县文体广新局开展“非遗文化进

社区乡村”活动，通过花灯戏展演、非遗作品展示、传统手工艺制作等形式，广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激
发人们传承和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