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贺龙元帅的家乡———桑植县，洪
家关光荣院院长贺小英是大家交口称赞
的好姑娘。她24岁进光荣院，从当服务员
到当院长，已工作了26个春秋，用青春谱
写了无数个爱老敬老的故事。

洪家关光荣院建于1958年， 先后

赡养了老革命、老红军、老军人等优抚
对象209人。1985年， 贺小英加入洪家
关光荣院，26年来亲手照顾了89位老
人，并送走了73位离世老人。在她的精
心照顾下， 老人们的临终寿命都在80
岁以上。

为了让老人们生活得更好， 她不仅
当好“服务员”，改善光荣院的条件，还是
个称职的“生产队长”，养猪、种玉米、种
红薯样样精通，让老人们吃得好，过得开
心，光荣院成了老人们生活的天堂。

■记者 黄静 通讯员 余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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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闻

本报1月14日讯 昨日上午10时许，
张家界市永定区后坪镇306国道上， 一男
子手持自制炸药和打火机， 全身绑满带钉
竹板，咆哮着“今天要好好死几个！”在对峙
近40分钟后，特警趁其不备将其制服。

男子手持炸药阻断交通
疯狂男子头罩一块红布， 脸上被涂成

迷彩黑，全身绑着带钉竹板。一块钉满钉子
的长木条横在路中央， 阻断过往车辆和行
人， 他不停地晃动着手中的自制炸药和打
火机，随时可能点燃炸药。

正是春运期间， 从张家界通往吉首的
306国道上已有几百台车辆被阻， 近千群
众被滞留。

为安全起见， 民警迅速对306国道后
坪路段进行了交通管制， 紧急疏散附近居
民和围观群众。民警试图靠近男子，男子高
喊：“只要警察过来，我马上就点！”局面顿
时陷入僵持状态。

炸药包内含钢珠
来不及更换防爆装备， 张家界市公

安局巡特警支队支队长龚文雄带领队员们
火速赶到现场， 特警队员们全部换上了便
装。

10点40分，永定分局治安大队长康兴
雷以乡干部的身份接近疯狂男子， 试图分
散其注意力。 就在男子的打火机离开炸药
包的一瞬间， 康兴雷紧紧地抓住其拿着打
火机的右手，同一时刻，特警队员迅速上前
将男子扑倒在地，不到两秒完全将其制服。

随后，特警将爆炸物品带离现场，由排
爆队员在安全地带拆除。 爆炸物属于自制
火药，内有数十颗钢珠，紧密填充在圆形木
桶内， 外层缠绕数层胶布， 端口绑有导火
索，一旦引爆威力惊人。

“炸药男”有前科
据悉，嫌疑人姓田，是张家界市永定区

后坪镇居民， 他曾为个人目的多次威胁村
领导，在学校等地埋炸弹。2011年，经派出
所、政府干部做工作，他将所制爆炸物交予
派出所。13日上午，嫌疑人故伎重演，再次
携带自制爆炸物阻断交通。

■见习记者 陈昂 通讯员 杨惠

本报1月14日讯“一个多月了，杳无
音讯，真让人担心。”前日，身在广东的衡
阳凌女士向本报求助， 寻求失踪的儿子
曾凡亮。

曾凡亮24岁，2007年9月考入长沙
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2011年6
月，本科四年期满，曾凡亮却未能如期毕
业，“他打来电话说， 因为有几科成绩不
及格，要读一年的延长班，让我们给他寄
点钱。”凌女士说，儿子对此很懊恼，“但
他说会边读书边工作。”

因为长期劳累，去年11月，凌女士因
病住院，“其间儿子给我打了好几个电

话，最后一个电话是我出院那天打的，问
我好不好。”这也是曾凡亮失踪前最后一
次与家里人联系。12月，姐夫张桂通发现
曾凡亮的手机拨不通了。

在某网站，记者发现曾凡亮在去年7
月14日发布的求职信息， 他期望能找份
月薪在2000至3000元的工作。“其实困
难都是暂时的，会慢慢好起来的。”张桂
通说，马上过年了，家人盼着团聚，希望
曾凡亮看到报道后尽快与家人联系。

亲爱的读者， 如果您知道曾凡亮的
下落 ， 请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0731—
84326110提供线索。 ■记者 陈月红

上网成瘾，无心向学，成绩极差；抽
烟酗酒，打架斗殴，报复同学……如果你
是一所高中的校长， 你乐意接收这样的
学生吗？ 湘乡市第四中学校长肖志良的
回答是“愿意”。

近3年，该校接收了40多名被其他中
学劝退、开除的“问题学生”。经过苦心转
化，这些曾经的“烂泥巴”硬是“糊上了
墙”，有的还进了名牌大学。

“被逐”学生全省竞赛获奖
1月6日，湘乡四中的一间教室，下课间

隙，小峰在和同学讨论试题。他今年20岁，
理应是大二学生的年纪，却仍在读高三。

小峰住在湘乡潭市镇乡下。 读高一
时， 因上网成瘾， 成绩是全年级最后几
名，高二时被学校“逐”了出去。之后，小
峰短暂打工后想重回校园遭拒， 没想到
湘乡四中爽快地接纳了他。

班主任邓中华一次次与小峰长谈，
“这孩子其实蛮聪明”。慢慢地，小峰变得
好学上进， 还获得湘潭市化学竞赛一等
奖、物理竞赛一等奖，全省物理竞赛二等
奖，在2012年高考模拟考试中，在全湘乡
市排名第三。

“小霸王”变得爱学习
小华也是被某省级示范中学劝退

的，刚进四中时旧习不改，不仅在校内对
同学大打出手，假期还纠合一帮“混混”
在街上报复同学。

“很多人认为，我儿子不适合再在学
校读书了”。小华的母亲王女士说，但班
主任邓琼玉对小华一再包容、 感化、关
爱。如今，儿子学习主动，与同学相处融
洽。在一次家长大会上，她提议现场的一
千多名家长站起来向老师鞠躬。

湘乡四中地处城郊， 是湘乡现存的

唯一农村高中。历年来，该校从湘乡市前
1000名优秀初中毕业生中， 能录取到的
不足30人，可近3年，该校接纳了40多名
像小峰、小华这样的“问题学生”，将他们
打造成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有的还考
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高校。

“转化”或比“培尖”更有意义
今年74岁的吴映丰系湘乡市教师进

修学校高级讲师、 湘乡市关工委报告团
副团长，多年来一直关注“问题少年”现
象，对“边缘学生”的转化问题深有感触。
“转化一个‘问题学生’，或许比培养一个
尖子生更有意义。”吴映丰认为，将“问题
学生”推出校门，学校是甩了包袱，但游
走在社会边缘的孩子很可能会走上歧
路。“学校应多拉几把， 不应把他们当包
袱甩。”

■记者 刘晓波

张家界一男子为达个人目的携自制炸药和火机堵国道

对峙40分钟，特警扑倒“炸药男”

失踪前，他一直忙着找工作

“问题学生”在这里都被“糊上了墙”
老教师关注“问题孩子”转化问题，称比“培尖”更重要

本报1月14日讯 儿子去世两年了，因
儿子生前部分医药赔偿未拿到， 衡东县石
湾镇清水村村民刘建社将其儿子尸体用一
口棺材装着摆在堂屋，一直停棺不葬（详见
本报2011年10月19日A12版报道）。此事经
本报报道后， 当地政府立即介入协调。日
前， 刘建社夫妻终于将停棺两年的儿子下
葬。衡东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毛益平介绍，衡
东县相关部门多次组织刘家及其子生前工
作的金力宏服务站协调。最终达成协议，服
务站支付刘家5万元，再由当地政府部门补
助4万元安葬费。 ■记者 徐德荣

停棺两年后终下葬

本报1月14日讯 去年3月10日上午，
湘潭电厂车站， 一列油罐火车即将冲向油
库。 调车连接员裴永红不顾个人安危紧急
跳车。在右臂被碾断后，他忍痛飞奔，最终
将火车叫停（详见本报2011年3月16日A17
版报道）。近日，这位英勇的“断臂哥”在株
洲某医院安装了假肢，有了新右臂。

装上假肢后，裴永红能平衡行走，假肢
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可以活动，能基本满
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如今，他正在医生的指
导下进行康复训练。 ■记者 刘晓波

“断臂哥”有了新右臂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

她照顾的每一位老人都活过了80岁

▲疯狂男子与警方对峙。

▲

便衣特警将疯狂男子押解回警局。

本报1月14日讯 明天起，株洲滨江路
韶山路口、天伦路口将启用交通信号灯。

株洲芦淞大桥建成通车后， 滨江路车
流量逐渐增多。尤其是上下班的早、晚高峰
期， 在该路段的一些交叉路口， 如韶山路
口、天伦路口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虽然交警
部门在早、晚高峰期加派警力，但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启用交通信号灯后，所有车
辆、行人将按照信号灯的指示依次通行，将
有效解决拥堵问题。 交警部门特别选用了
立柱式一体化交通信号灯， 这种信号灯更
加简洁、明快，这也是株洲市首次使用该形
式的信号灯。

交警介绍， 下一步将力争在天元大桥
西的南北匝道口以及滨江路嵩山路口安装
同模式的信号灯。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彭晚华

株洲滨江路韶山路口、
天伦路口启用信号灯

曾凡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