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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飞：26年守护麻风病人
曾有机会调动，她却舍不得离开 面对丈夫的不解，她好言劝说

本报5月5日讯 今天，湖
南农业大学与湖南规模最大
的朝天椒烘干企业———湖南
汝城鑫利食品有限公司正式
签署合作协议， 共建产学研
基地， 对汝城辣椒精深加工
技术进行开发研究， 助推扶
贫攻坚， 预计每年可带动汝
城3万农户种植5万亩朝天
椒，增收2.5亿元。

据介绍， 此次校企合作

的主要目的是对汝城辣椒精
深加工技术进行开发研究，
指导将产品推向市场， 并完
成产品类型设计、 产品质量
评价、生产工艺流程及参数、
工厂布局、产品标准、技术指
导、 技术咨询及产品改良等
工作。 特别是还将引导当地
贫困户扩大朝天椒种植面
积。

■记者 黄京

“中午在田里还觉得丰
收在望，下午一阵狂风刮来，
全部都绝收了。”“凌晨狂风
暴雨，炸雷在耳边响，整栋房
子都在摇晃”。5月5日， 湖南
省道县许多村民回忆暴风雨
袭来时的惊魂一刻。

5名师生在风雨中受伤

记者5日从湖南省气象
局了解到， 湘南地区正遭遇
强降雨袭击， 尤其是永州市
的道县、 宁远出现强度非常
大的短时强降雨， 日降雨量
最高接近20厘米， 达到极端
降水事件标准。

道县部分村民告诉记
者，4日16时许，道县四马桥、
蚣坝等乡镇遭受持续十分钟
左右的暴风雨袭击， 树木被
大风拦腰折断或连根拔起，
部分民房被狂风吹倒，46个行
政村电力中断，多所学校的建
筑物损坏严重。5名师生在风
雨中受伤， 包括一名冒雨查看
学生情况的校长被玻璃扎
伤，3名临时在屋檐下避风的
学生被倒塌的大树枝打伤。

道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负责人阳满说，到5日凌
晨，暴雨再度袭来，道县县城
大面积停电， 多处低洼地段
急速积水， 多栋居民楼被洪
水围困，数十辆汽车被淹没，
居民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邻县也遭受了暴雨袭击

毗邻道县的宁远县也遭
受了暴雨袭击， 多地受灾。5
日7时左右，一辆幼儿园校车
在东溪街道瓦窑头村村道被
困，紧急向公安部门求救。赶
到现场的民警发现， 校车被
困于村道低洼处， 洪水已漫
过车窗玻璃， 多名幼童在车
内哇哇大哭，形势严峻。民警
冒着危险，走入深达1.5米左
右的积水处，将车内幼童、教
师等13名被困人员全部解救
出来。

截至5日17时，湘南地区
的强降雨还在持续。 湖南省
水文局也发布了洪水黄色预
警， 提醒湘江干流中上游将
陆续发生洪水， 洪水水位最
高将超过警戒水位1.5米左
右，后期防汛形势愈发严峻。

■据新华社

■记者 张浩

麻风病，在中国几千年历
史长河中有着灰暗的一面，因
其畸残率和传染性，一直以来
让人们“谈麻色变”。在益阳市
西南部、距城区80公里的大福
皮肤病防治所，不大的院落和
一幢两层高的小楼，住着42位
麻风病人。

在这里， 没有传说中的
“与世隔绝”，也没有想象中的
“森严壁垒”。病人、医生和村
民之间相互尊重， 没有歧视。
这一切的背后，不乏16名医护
人员的共同努力。45岁的刘大
飞，就是其中一员。

26年，坚守在防治一线

换上白大褂，查房、护理、
换药。早上八点不到，刘大飞
的身影便穿梭在“麻风村”里。
作为大福防治所的护士长，这
些每天都要重复的工作，刘大
飞一干就是26年。

“歪脸、斜嘴、疤痕。”一提
到麻风病，很多人就唯恐避之
不及。初到防治所时，只有刘
大飞一个人换药。从搀着病人
到换药房、拆纱布、清洗溃疡、
碘伏消毒、上药、包扎，每次都
要忙上好一阵。

“病人的伤口神经大多受
损，没有知觉。”刘大飞告诉三
湘都市报记者，有时从外表看
起来已经痊愈， 但实质并没
有。即使溃疡好了，也需要定
期检查，不能懈怠。

换药时，给病人架腿的支
架是刘大飞找人专门定做的，
这样能让他们更舒适地换药，
而她自己却一遍遍地弯着腰，
不厌其烦地履行着一道道换
药的程序。

除了对病人的悉心照顾，
刘大飞还时常上门给在家治
疗的麻风病人检查送药。72岁
的何国华曾是一名麻风病患
者，1976年来到“麻风村”，治

愈后结婚， 现居住在离防治
所不远的地方。

“因担心后遗症，每隔一
段时间都要去查看一下。”有
时，刘大飞去病人家里复查，
要走上十几里山路。“有的病
人治愈后， 担心受到村里人
歧视，会很排斥我们。”而每次
前往病人家里，刘大飞也会特
意脱掉护士装，假扮病人的远
方亲戚。

“比起身上的疼痛，其实
病人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安
慰。”对于每一位麻风病人，刘
大飞都格外细心。

她在“麻风村”长大
并不觉得麻风病可怕

早在1983年，刘大飞父亲
就在大福防治所工作，当时被
称为益阳天罩坪麻风病防治
站。

那时，麻风病还处于规定
隔离治疗阶段。 父亲经常要
上到海拔1174米的天罩坪山
顶，刘大飞就跟着去。偶尔，
她也会壮着胆子跟在父亲背
后，看着父亲给病人治疗。人
手不够时， 她还会上去帮忙
打个下手。

虽然身边的小伙伴都被
教导要离那些“麻子”远一点，
但父亲却从未阻止过刘大飞
上山。受父亲的影响，刘大飞
对麻风病人少了畏惧，多了些
亲近。

1990年，19岁的刘大飞
从卫校毕业，看着身边的同学
都去了大城市，她却选择回到
从小长大的“麻风村”当起了
一名麻风病护士。很多人不理
解她的决定，但刘大飞自己却
想得通。

“从小在‘麻风村’长大，
我不觉得麻风病有多可怕。”刘
大飞说， 而且父亲很支持她，
希望她能女承父业。“麻风病没
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现在
住在这里的病人，其实都已治
愈。”刘大飞说，如今极个别病
人体内还残存有少量的麻风
杆菌，但已没有了传染性。

因为从小长在“麻风村”，
19岁就继承了父业，大家都笑
称刘大飞是“麻风二代”。

26年间，刘大飞多次有机会调离防治所。早在2011年，她曾被
调到县疾控中心。面对更好的工作环境，她直言不习惯，仅七个
月，就申请从县里调回“麻风村”。

从县城回来的刘大飞，受到了全体“麻风村”病人的欢迎，但
她的丈夫雷鸣却非常生气。对此，刘大飞说：“他是一名教师，我
是一名医生，他离不开学生，我离不开病人。”

看到妻子如此坚决，雷鸣最终选择支持妻子。2013年，雷鸣
也选择离开了县城，回到镇上的职业中专，陪在刘大飞身边。

如今的“麻风楼”，已经不再是一处“禁地”，反倒成了麻风病
人安享晚年的家。在这里，不仅每个麻风病人都有独立的卧室，
楼内还配有电视、空调。医护人员也全都居住在院内，只要病人
有需要，他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

有机会调动，她却舍不得离开

湘南遭强降雨袭击，多地受灾

载13人的校车被困洪水中

本报5月5日讯 今日， 花炮行
业最大规模的“互联网+”烟花高峰
论坛在长沙举行， 全国800余名花
炮业精英， 湖南安监局、 浏阳市政
府、浏阳市花炮局等相关领导、行业
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2014年，在政府倡导下，浏阳十
多家规模花炮企业、行业专家等联合
组建了浏阳花炮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目前， 浏阳花炮连锁已开设加
盟店600余家，遍及湖南、河南、山
东、安徽等13个省（区）。公司通过
“百城千店”计划及连锁的规模化运
作，将安全的、正宗的浏阳花炮直接
送到消费者手中， 实现了产销的无
缝链接，促进了市场的规范有序，推
动了行业的转型升级。

■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艾鹏飞

浏阳烟花送货上门
实现产销无缝链接

本报5月5日讯 今天上午，省
政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全国征集
“我灵魂安放的地方”曲谱。 此歌词
作者为省政协常委、 中南大学教
授、“国内古村落保护第一人”、人
称“村长”的胡彬彬。此次曲谱征集
的主题是关注乡村、 留住乡愁、助
力扶贫。活动由省政协文史博览杂
志社和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联
合主办，面向全国曲作者，参赛作
品可发送到11hnwsbl@126.com，
或 拨 打 组 委 会 电 话
0731-84307866、关注省政协“力
量湖南”微信公众号咨询，优胜者
将有丰厚奖金。 ■记者 虢灿

“村长”全国征集曲谱

校企合作助推汝城辣椒产业

5月5日上午，道县县城低洼处发生内涝。大暴雨致河水陡长，县城多处低洼路段被水淹。 何红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