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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童丹平

“山中的微风吹啊吹，虫儿发着光飞
啊飞。葡萄藤架下又一梦，梦醒人还没
回。门外的枝头月圆了，羊羔躲在妈妈
怀抱。盼望着冬天快来到，听妈妈唱童
谣。”

老区山里的留守儿童，感受应该比
歌里唱的还要浓烈。那种长夜无人陪伴
的寂寞，生病时只能独自承受的痛苦，受
了委屈无处诉说的压抑，遭遇困境茫然
的沉默——这一切都需要亲人去呵护。

7月5日17时，平江县城北学校“守
望之家”，返校的留守儿童正快乐嬉戏，
生活老师李雨珍上前集合：“孩子们，吃
饭啦！”

用爱去温暖

“我的梦想是快点长大，找个工作早
日独立，希望能早日报答爸爸的养育之
恩。”平江县梅仙镇的小可在作文中写
道，“有时候，爸爸也会脾气不好。可是
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小可 12 岁，她家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父亲是残疾人，身患鼻咽癌；妈妈在
她还不曾记事的时候，抛下她走了。“我
已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子。”小可说。

平江留守儿童多达 35649 人，如何
给留守儿童一个健康、幸福成长的家？
该县从 2006 年就启动了探索工作。县
教育局研究决定，在城北学校成立留守

儿童托管中心“守望之家”。
“守望之家”，在该校每个年级设置

一个寄宿班，面向全县招收留守儿童。
“守望之家”一成立，便吸引众多留守儿
童前来求学，现有学生225人。

班主任朱妮心细如发，发觉孩子心
底的脆弱，不过是受伤后的一种自我保
护。她说：“小可很敏感，自尊心很强，我
就悄悄地保护她。她不愿意将心事说出
来，我鼓励她写在作文里，我们在作文本
上说悄悄话。”

“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我不仅鼓励
他们写，还教他们画出来。”朱老师是美
术专业出身，她手把手教会每位学生画
画，定期办画展，组织参加比赛。

现在的小可，好学上进，成绩优秀。
作文越写越好，画画也不错。有了朱老
师这个“亲”妈，性格变得开朗起来。

14 年来，该校积极探索“留守儿童
教育模式”，先后有 100 多位教师担任

“代理家长”，60 多位教师担当“爱心妈
妈”，补偿缺失的家庭教育。

“留守儿童不在父母身边长大，容易
出现情感需求的沙漠地带，所以我们打
造了这个留守儿童的亲情绿洲。”该校校
长邓丹说，“对他们，我们总是多看一眼，
多问一声，多帮一把！”

用心去呵护

长寿镇一个僻静院落里，婷婷在淘
米洗菜，准备晚饭。再过一会，外出干活

的外婆就要回家了。
父母离异的婷婷，在城北学校读六

年级。母亲常年在广东打工，父亲几个
月来看她一次。与之相依为命的只有古
稀之年的外婆。

2017年12月，平江县邮政局与城北
学校联办“亲情家书”活动，免费给留守
儿童寄一份家书给父母。“守望之家”的
孩子，在活动中被优先安排。

“妈妈，您总给我寄钱、寄东西，我知
道您牵挂我。可您知道吗？我的梦想就
是我们能永远生活在一起。”婷婷在信中
写道，“那天早上醒来，您已经离开了。
感受着被窝里的余温，我的眼泪止不住
往下掉……”

心理健康老师黄健美知道后，马上
对婷婷进行心理疏导。“我们会定期交流
谈心。”黄健美说，“婷婷格外懂事，她也
明白，妈妈是为了生活才背井离乡外出
务工的。”

当院落再次飘起炊烟时，婷婷又开
始了她孤独地守望。她心里明白，虽然
仍不能和妈妈常见面，她们却在为彼此
撑起一片蓝天。

用情去滋润

“缪妈妈，我已经长大了，请叫我大
宇。”三墩乡的小宇笑嘻嘻地对班主任缪
丹说。

“小宇是一个特殊的孩子，父母离
异，被父亲寄养在朋友家。因无人教导，

卫生习惯不好。现在好多了，爱干净。”
小宇口齿不清，每次发言，同学们就

笑他。缪丹提醒同学不要笑话他，课后
给他个别辅导。现在的小宇，能清楚地
表达自己的想法。

“老师，我妈妈来看我了！”小宇一见
到老师，便急迫地分享他的喜悦。

在小宇心里，缪丹就是他最亲的
人。他的喜怒哀乐，都要与老师分享。

“守望之家”的“爱心妈妈”们，都
在不断塑造着“爱心文化”。陈丽珍老
师自“守望之家”成立起，数年如一日
默默坚守；朱妮老师“我是小画家”的
班级特色文化，已深入人心；“故事大
王”缪丹老师，声名远扬；朱小妹老师
打造了“班级好声音”活动品牌；唐方
良老师发展“足球文化”，屡屡获奖；赖
细岭老师犹如严父慈母，对孩子们万
般叮咛。

这些留守儿童周日返校，学校实
行全封闭式管理，教职工 24 小时陪
伴。14 年来，已有 600 多人从这里毕
业。毕业时，都有很大进步，性格普遍
开朗。

2019 年，城北学校荣膺“全国优秀
留守儿童之家”。陈丽珍老师说：“‘守望
之家’，能让留守儿童在这得到更好的监
护，给他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孩子的世界很大，星辰大海，荣耀梦
想。孩子的世界也很小，他们需要的仅
仅是爱与陪伴。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喝着奶茶逛着街，吃着外卖唱
着歌。眼下这已是长沙街头常见的
情景。

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局势
下，三湘大地上复工达产深入推
进，居民生产、生活基本复苏，湖
南人潇洒买买买的热情也在持续
恢复。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
显示，1至5月全省累计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5768.08亿元，虽仍低
于去年同期水平，但从 2 月至 5 月，
我省单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不
足 1000 亿元上升至 1308.22 亿元，
连续4个月加快增长。

在消费总量逐月增加同时，湖
南消费市场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省统计局贸外处负责人指出：“把握
变化，有的放矢，形成新消费热点，
才能激发更大消费潜力，进一步加
速全省经济复兴。”

市场供应充足，粮油食品
消费逐步回调

7 月 6 日早上 7 点，长沙黄兴海
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内车流不
息。这个有着湖南最大“菜篮子”之
称的农产品交易平台，蔬菜日均交
易量超万吨，保障着湖南蔬菜市场
供应的量足价稳。

熙熙攘攘的市场中，大白菜、莴
笋、西红柿、冬瓜、胡萝卜、茄子、辣
椒……各自堆成小山，220多个品种
的蔬菜令人目不暇接。

“从5月份开始，气温升高，本地
菜大量上市，交易量大幅增加。”海
吉星市场负责人称，市场内的经营
户还会及时从广西、广东、山西等地
组织货源，多渠道采购蔬菜，与核心
客户签订保供协议，落实保供货源。

同日，在长沙万家丽生活超市，
鲜肉售卖区里猪肉按部位分割包装
好，将柜台摆放得满满当当。正在
采购的黄女士说，她每天都会来超
市买点新鲜肉，品种丰富，供应充
足。

该生活超市负责人李耀林告诉
记者，近两个月来，超市每天猪肉销
量大约为 400 至 500 公斤，完全可
以充分保障。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情况通报显
示，自省内生猪企业复工复产，我省
生猪稳产保供能力逐步提升，4月份
以后生猪、猪肉供应持续增加，相对
充足。

在各大药店，口罩、消毒酒精、
维生素C等医药用品早已不是紧俏
商品，消费者可随时按需采购。

“市场供应充足，居民信心增
强，消费者不用再担心是否需要囤
积粮油食品类商品。”省统计局贸外
处负责人分析指出，湖南人生活秩
序、消费习惯恢复正常，使全省粮油
食品类商品零售额逐步回调，5月份
零售47.02亿元，比4月份、3月份分
别减少2400万元、3700万元，零售
额增速也从 4 月份同比增长 23.5%
回落至14.5%；中西药品类商品零售
额增速从 4 月份同比增长 27.5%回
落至18.1%。

疫情改变观念，消费升级
提档进一步加速

“从3月中旬开始，看车、买车的
人明显变多。”兰天集团市场营销总
监陈欣攀告诉记者，该集团代理30
多个品牌的汽车在湖南销售，4月份
集团代理品牌汽车的销量已恢复至
去年同期的90%，5月份追平去年同
期水平。

“15 万元以下的汽车销量明显
下降，而中高端品牌汽车走俏。”陈

欣攀表示，兰天集团代理销售的奥
迪、别克、凯迪拉克及日产等品牌车
销量涨幅尤为突出，自4月份开始，
订单量持续稳步增长。

“今年以来，湖南汽车销售的
‘高潮’是前不久在长沙举办的车
展。”奥迪湖南华运通星城店市场总
监黄鑫称，4 月 30 日至 5 月 5 日，
2020 湖 南 汽 车 展 览 会 在 长 沙 举
办。5月1日一天，该店的展位就集
客接近800组，订单约90个，销售火
爆程度完全超出预期。

据统计，车展6天，累计销售汽
车2.391万辆，销售金额52.68亿元，
相当于长沙平常一个月的上牌量。
车展组委会负责人介绍，同一时段，
中南汽车世界销量也明显提升，“五
一”小长假内就销售出新车 3148
台，比去年同期增加 703 台。在这
两处，畅销的都是中高端品牌汽车，
30 万元以上汽车销量增幅相对更
快。

“对比近两年我省汽车消费情
况，今年 4 月、5 月增势高于意料。”
省统计局贸外处负责人给出相关数
据：1至2月全省汽车类商品共计销
售175.63亿元，到5月份，单月汽车
销售额已经逼近130亿元。对比去
年同期，从4月份开始，我省汽车类
商品消费已开始步入正增长，4月同
比增长4.3%，5月同比增长7.2%，增
速在加快，并且都高于去年同期水
平。

省统计局分析，疫情使湖南居
民对生活品质更加看重，为保障生
活舒适、健康而消费的欲望增强。

基于这一原因，以智能家电为
代表的家用电器也从4月份开始出
现较快增长。目前，有助于改善生
活品质的交通电器设备类商品，已
经成为当前局势下拉动全省社会消
费品零售增长的主要力量。

变局中开新局，旅游消费
亟待精准发力

“从整体来看，湖南消费市场呈
现明显的持续回暖态势。”省统计局
贸外处负责人认为，全省批发零售
业经营情况稳健好转，但住宿和餐
饮业恢复进程相对滞后，受其拖累，
预计上半年社会零售总额仍难以转
入正增长。

数据显示，3 月份，全省限额以
上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实现零售
额 11.4 亿元，同比下降 31.4%；4 月
份实现零售额13.66亿元，同比下降
17.7%；5 月份实现零售额 16.49 亿
元，同比下降10.2%。连续3个月降
幅达两位数，并且下降幅度远高于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

“跨省旅游尚未放开，人员流动
量小，是住宿和餐饮业恢复困难的
根本原因。”省统计局贸外处负责人
告诉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我省在 3
月下旬发放的近30亿元“湘消费电
子券”对消费市场产生较明显刺激
作用，但主要集中于零售领域，对于
省内住宿和餐饮业消费拉动极为有
限。

“加强消费短板，湖南旅游消费
亟待精准发力。”该负责人表示，从
目前全球、全国疫情防控形势预判，
跨市州省内旅游、省外自驾游应是
当前我省发力重点，省内各级政府、
旅游及相关产业经营企业，需要紧
密配合，实施针对性明确、可操作性
强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有效刺激省
内外人员流动，才能真切扩大旅游
及相关产业消费空间，于变局中开
新局。

随着旅游及相关产业加快恢
复，全省稳就业也将得到更有力保
障，湖南人的消费意愿和信心有望
进一步增强。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陈盼

7月4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馆永
安厅哀乐低回。许多人自发从各地赶
来，送别一位叫“小飞”的网友。

“小飞”是长沙县 梨街道大园社区李
敏的网名，也是她做志愿者时用名。今年6
月15日清晨，她送7岁的儿子浩浩(化名)上
学，途中被一辆疾驰的汽车撞飞，身受重伤。

李敏出事后，很多志愿者发现，那个
几乎 24 小时在线的网友“小飞”失联
了。经打听，才知道她出了车祸。各地
志愿者非常着急，一个救助网友“小飞”
的微信群迅速设立。大家在线上通过

“水滴公益”发起募捐，为李敏筹集医疗

费。短短半个月，就筹集了近50万元。
6 月 27 日，经 13 天全力抢救，李敏

还是不幸去世，年仅44岁。
追悼会上，长沙市红十字会志愿服

务队队长“帮女郎”陈旭泣不成声。“太突
然了，心里不能接受。”陈旭说，李敏是她
最默契的“战友”。

2006年，陈旭组织一个一对一爱心
助学活动时，在项目 QQ 群“DD 云儿爱
心小屋”认识了“小飞”，也就是李敏。“她
几乎24小时在线，每天对接全国各地志
愿者和爱心人士，再联系贫困地区学生，
建立一对一帮扶。”陈旭回忆。

事实上，2004 年，李敏就加入了湖
南省红十字会善行者爱心联盟，成为一

名志愿者。她为身患重病的中国慈善个
体户杨海开展募捐活动；积极参与抗冰
救灾赈灾募捐，带头捐款，主动联系爱心
企业和爱心个人募集物资等；参加湖南
援川救灾志愿服务……今年初，还为湖
北众多基层医院捐款筹物。

李敏从事志愿者活动，是瞒着家人的。
刚开始时，她和二姐李静合伙在老家

街上经营一家小广告打印店。“没事时，她
也守在电脑前，敲呀打呀，没完没了，有时
搞到夜深，问她什么也不说。”李静说。

李静不知道的是，这深夜的电脑微
光连接的是近千名贫困学生的求学梦。

整理遗物时，李静发现了李敏大量
被深藏的证书，包括“湖南援川赈灾优秀

员工”“抗冰救灾优秀义工”以及中国红
十字总会颁发的“红十字志愿者之星”
等，顿时泪雨滂沱：“我不该误解她，真希
望她能原谅我。”

“我一直想着还能做点什么，妈妈你
就答应我吧。”生前，李敏表达了要进行
器官捐献的强烈愿望，这让亲友们既震
惊又心痛。李敏去世后，家属按照其生
前遗愿，帮她完成了遗体器官捐献。

得知李敏捐献器官，陈旭和其他志愿
者丝毫不意外。“‘小飞’生前常和我说的一
句话就是‘我还能做些什么’，我想她做器官
捐献，就是她希望为社会做最后一件事。”

李敏家人表示，此次治疗花费了“水
滴公益”善款7万余元，平台上剩余的善
款将由中国社会救助基金会用来帮助其
他需要帮助的人。

“我为有这样的妹妹感到骄傲，我们
家人会像她一样坚持参加公益活动，把
她的精神传承下去。”李静说。

留守儿童的“亲情绿洲”
——记“全国优秀留守儿童之家”平江城北学校

瞒着家人做公益16年，整理遗物时才发现——

她就是“小飞”

抗疫常态化，
湖南消费市场悄然生变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杰 黎礼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7月6日下午，记
者赶到澧县甘溪滩镇马溪村时，镇村干部
正冒雨对村里的骨干堰塘进行抢险，给土
堤铺上油布，安排人手疏通溢洪道。山洪水
不断汇聚，堰塘水位节节攀升。溢洪道排水
不赢，堤坝低处开始溢洪，冲刷着土堤。不
一会，大堤有了缺口，危及下游村民。

“幸亏群众转移得早，不然这个时候
有得忙了！”在现场抢险的马溪村村委会
主任皮丕和说，连日降水，造成当地堰塘
水库暴涨，山里泥石流不断发生。这次暴
雨来袭前，位于上游的双峰水库离溢洪
就差0.5米，所以他和其他村干部及时叫
醒村民，紧急转移。

6日零时起，暴雨袭来。2时，双峰水
库出现溢洪。村里连忙调来挖机，在水库
下方不远处的岩蛙、稻蛙基地加固河堤。
然而，水库洪水倾泻而下，天空又下起瓢

泼大雨，300多亩岩蛙、稻蛙基地很快被
洪水淹没。

见洪水迅猛，村干部连夜叫醒沿河
及地势低洼处村民。双峰水库下游不远
处的曾庆炳家进水半米多深。今年70多
岁的曾庆炳说，幸亏被叫醒转移出去了，
现在想起还后怕。

皮丕和也感到后怕，他说：“凌晨 5
时，骑着摩托车进山，赶到甘子沟堰塘，
发现洪水已经漫堤，土堤出现管涌，便连
忙往外跑，一口气跑了 3 公里远。”皮丕
和边跑边给下游干部打电话，让群众赶
紧转移。皮丕和与沿河村民撤出山谷不
到半小时，山谷洪水暴涨4米多。

当天，记者在通往甘子沟堰塘的山道
上，山谷溪流两侧的玉米等庄稼，全部倒伏。
越靠近堰塘，泥石流越严重。六七米宽的大
堤完全冲毁，5万多立方米的库容掏空。

位于马溪村下游的河口村，也遭受
山洪袭击。这股洪水冲毁了当地的部分
房屋、河堤，甚至将沿河的大树冲断。当

天下午，记者看见，洪水消退后，进村主
要桥梁上，横着多根大树。

在河口村，暴发的泥石流将太青水
库往山门水库的输送沟渠堵塞。洪水流通
受阻，直接漫过沟渠，冲向山脚的民宅。也
幸亏当地镇村干部逐户敲门、组织转移，
当地村民没有遭遇危险。当天上午，受阻
沟渠险情排除，目前已恢复正常。

据介绍，6 日零时至 9 时，甘溪滩普
降大暴雨，降雨量最大的马溪村、太青水
库一带，累计降雨量达到190毫米，其中
6时到7时，1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60毫
米，为 1968 年以来当地最强降水过程。
强降水造成全镇12座水库溢洪，2座堰
塘溃堤。此轮降水还造成4052亩作物受
灾，16 间房屋倒塌。当地紧急转移并安
置1484人，无人员伤亡。

当天晚上，已走遍全镇所有受灾点
的甘溪滩镇党委书记王金桥，在再次走访
各安置点后，又来到马溪村骨干堰塘，督
导救援队加固堤坝缺口，确保百姓安全。

暴雨过后 村民无恙
——澧县甘溪滩镇迎战洪水见闻

湖南日报7月6
日讯（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刘乐 王琳）根
据今日短期气象预
报情况，省水利厅与
省气象局联合会商
得出如下结论：自6
日 20 时至 7 日 20
时，受降雨影响，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北部、张家界市西
部等局地可能发生
山洪灾害（蓝色预
警），其中，自治州等
西部局地发生山洪
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黄色预警）。
蓝 色 预 警 区

域：保靖县北部、永
顺县大部、龙山县
大部、永定区西部、
武陵源区西部、桑
植县大部等。黄色
预警区域：保靖县
西北部、龙山县西
南部等。

省水利厅与省
气象局提请上述地
区加强防范，注意
做好实时监测、防
汛预警和转移避险
等防范工作。

从6 月28 日开
始，湘中以北发生了
一次较强降雨过程。
降雨主要集中在自

治州、张家界、常德、岳阳等地。至7月
6日8时，全省过程累计面降雨量73.2
毫米，其中居前三位的是张家界176.4
毫米、常德 168.5 毫米、自治州 148.9
毫米。过程中点最大降雨为澧县甘溪
滩镇太青393.5毫米。

受湘资沅澧四水及长江来水影
响，7月6日8时，洞庭湖区共有18站
超过警戒水位。洞庭湖主要控制站城
陵矶站水位32.91米，超警0.41米，且
仍维持上涨趋势。沅水、澧水受降雨及
水库开闸泄洪影响，部分干支流水位
涨幅较大；湘江、资水水势平稳。

省水利厅建议相关各地，关注洞
庭湖区超警戒水位的洪水，加强堤防
防守；关注长江来水，同时继续做好沅
水、澧水流域水库的调洪调度；湘中及
以南地区水库要注意蓄水保水，为后
期可能面临的抗旱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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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道县梅花镇棠下村外婆家红心火龙果种植基地，游客在采摘
火龙果。当天，该基地的火龙果正式开摘上市。由于管理到位及全部施用
有机肥料，今年火龙果喜获丰收，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并通过电商、直
播带货销往全国各地。 蒋克青 摄

7月6日，消防指战员涉水赶往救援地。当天，常德市澧县甘溪滩、火连坡镇因强降雨发生山洪和
山体滑坡。该县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在交通中断的情况下，徒步涉水近4公里展开搜救，成功转移出
一名被困群众。 陈自德 摄

徒步涉水
救援群众

朗
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