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2日，永顺县灵溪镇中心敬老院，县土家族艺术团的演员冒着严寒为老
人及孤儿院的孩子表演文艺节目。当日，该县开展“关爱在行动 辛福来敲门”爱
心活动，让老人与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刘文化 摄

本报1月12日讯 今晚，
以“天朗气清新家园” 为主
题、 以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为主线， 历时六个月的
湖南省第五届网络文化节在
长沙圆满收官。据统计，本届
网络文化节共吸引近800万
网友参与， 征集作品数量
9635件， 全网总点击及互动
次数超2.5亿次， 实质帮扶对
象达22366人。

晚会前， 展览再现了
“生活因网络更精彩”“中国
梦·湖南篇章”“中国价值·湖
南新起航”“湘创E时代”“天

朗气清新家园” 为主题的五
届网络文化节成果。

本次晚会由省委宣传部、
省委网信办、湖南广播电视台
主办，芒果TV、华声在线、湖
南省新媒体协会、湖南省新闻
工作者协会网络分会承办。

据悉，湖南省第五届网络
文化节共设“时代之光”“湖
湘之美”“传承之道”“公益之
花”“青春之旅” 五大板块27
项主题活动，是项目最多、参
与单位覆盖面最广的一届，
为网友奉上了一道道丰盛的
文化大餐。 ■记者 丁鹏志

本报1月12日讯“等了
七年， 终于盼来一次救人的
机会。”2009年， 杜军志愿加
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管理中心。 去年3月，经
系统检索， 发现有求助的白
血病患者与杜军的HLA初配
型结果吻合。

2016年8月8日， 杜军经
历了近6个小时的造血干细
胞采集手术， 成功为远在北
京的患儿送去了生命之光。

“我能等， 但病人等不
起”

2016年7月，杜军采集血
液样本进行高分辨检验时，
正值桃源县城防汛抢险最紧
急的时段。 杜军是县局常备
抢险队员， 他二话没说冲向
防汛抗洪最前线。7月27日，
桃源县汛情有所缓解， 杜军
从防洪一线下来后， 马不停
蹄地赶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
院进行术前最后一次体检。
同事、 朋友都劝他休息几天
把身体养好再去。“我能等，
但病人等不起。”对于大家的
好心劝导，杜军一口回绝。

8月3日， 杜军在母亲的
陪护下赶赴中南大学湘雅三
医院。8月8日早上8:30，杜军
进入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双
臂被插上针管开始采集。因
为受捐者是小孩， 所需干细
胞比成人少，医生预计3个小
时就能结束手术。

让医生没有料到的是，
杜军外周血中释放出来的造
血干细胞数量不多， 需要增

加循环血量才能采集够。但
手术时间过长很可能会增强
不适感，当医生征求意见时，
杜军没有一丝犹豫， 爽快答
应。双臂插着针管，在病床上
一动不动地躺了6个小时，采
集手术才成功。2016年8月8
日， 其捐献的造血干细胞被
注入患者体内。

等了七年， 终于盼来救
人的机会

杜军与白血病患儿的结
缘， 还要从参加单位组织的
义务献血活动说起。 杜军所
在的桃源县国税局是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每年
都会号召干部职工参加奉献
大爱的义务献血、 扶贫助学
等各类社会活动。

2009年，杜军加入了义
务献血队伍。 他暗暗下定决
心：加入造干库，尽一己之力
为白血病患者带去一线生
机。

时隔七年， 他终于盼来
了救人的机会。2016年3月9
日，经系统检索，发现有求助
的白血病患者与杜 军 的
HLA初配型结果吻合，当工
作人员通知他时， 他毫不犹
豫地同意履行捐献意愿。

杜军最终成为了白血病
患儿的有缘人， 但他却不是
第一个与患儿配型成功的志
愿者。在此之前，还有两名志
愿者成功配型， 第一个志愿
者中途反悔， 第二个志愿者
因体检不合格终止捐献。经
历了两次“等待—希望—绝
望”的过程，患儿和爸爸妈妈
都异常焦虑期待。

杜军了解到情况之后，
更加坚定了捐献的信念：“说
到就要做到， 不能再让他们
绝望！”

■记者 张浩

湖南福彩始终专注于社
会福利和公益慈善事业，近
年来围绕“扶老、助残、救孤、
济困” 等关爱社会困难群体
而开展的系列“福泽潇湘”公
益活动更是家喻户晓， 享誉
三湘。2017新年伊始，郴州福
彩便一马当先，打响了“福泽
潇湘” 全省福彩公益活动的
第一枪，于1月9日启动了“福
泽潇湘———万支手杖赠您
行”大型公益活动。

郴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这次组织开展的以“扶老”
为主题的“万支手杖赠您行”
公益活动，旨在展示福彩公益
形象，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
老人的良好社会风气和氛围。
本次活动在郴州市民政局、财
政局的大力支持下，郴州福彩
安排近60万元本级福彩公益
金，通过政府采购方式购置了
12000支带有手电筒照明功
能的老人手杖， 免费赠送给

65周岁（含）以上的老年人，以
及60周岁（含）以上因改善平
衡的需求而需要使用手杖的
老年人。1月9日至15日是手
杖申领期，只要符合以上条件
的老人，均可凭身份证进行申
领（可子女代为申领），郴州城
区可在郴州中心城区各福彩
投注站进行咨询申领；县市区
的老人可在当地民政局咨询
申领。1月20日起，手杖将陆续
发放到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老
人手中。活动详情可咨询郴州
市各福彩投注站，或拨打热线
电话：0735-2877385。

2016年， 郴州福利彩票
销量达4.68亿元，筹集公益金
1.31�亿元， 为全市农村乡镇
敬老院改扩建和福利院、救
助管理站、 社区服务中心等
民政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
要支撑， 有力地促进了全市
社会福利、 社会救助和公益
事业的发展。 ■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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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2日讯 继去年12月启
动张吉怀高铁建设后，今天，湘西机
场建设工作正式启动，标志着湘西在
不久后将结束无高铁、 无机场的历
史，迎来高铁和航空时代。

湘西机场场址位于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老天坪村
附近，为国内民用支线机场。记者了
解到，本期工程建设规模为：飞行区
等级指标4C， 新建一条长2600米的
跑道；航站区按满足2025年旅客吞吐
量3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0吨的目
标设计，新建航站楼3000平方米、站
坪机位4个；配套建设通信、导航、气
象、供油、消防救援等辅助生产设施。
项目总投资约16.86亿元。 机场建成
后，由地方经营管理，民航局实行行
业管理。

■记者 潘显璇

“等了7年，终于盼来救人的机会”
手术台上历经6小时，他成功为远在北京的患儿送去了生命之光

“福泽潇湘”新年新气象
———郴州福彩“万支手杖赠您行”公益活动启动

爱心流淌敬老院

湖南省第五届网络文化节圆满收官
800万网民共享文化盛宴

湘西机场建设启动

本报1月12日讯 租客借着租房
接近孩子后，趁家长不注意将孩子拐
走。这起寻找被拐骗儿童的信息在微
信和微博上疯转，引发郴州全城寻人。
近日， 该案在临武县人民法院一审宣
判，李兰因拐骗儿童罪，获刑一年半。

李兰，46岁，案发前半个多月，她
26岁的独子因车祸身亡。

2016年9月4日，李兰参加完儿子
的葬礼后，坐车到临武县西城村，看到
附近有许多玩耍的小孩子， 念及儿子
过世且自己已无生育能力，便产生抱
养一个小孩的念头。

李兰谎称小孩子要转学来读书，
租下了西城村一个房间居住。这家有
个一岁多的孩子。2016年9月7日上午
9点多，李兰趁孩子家人不注意，从房
间里抱走孩子，随后辗转回到位于郴
州市苏仙区自己家中。

几个小时后， 得知情况的李兰的
家属主动联系孩子的家人，李兰遂被
捉拿归案。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陈送姣

拐走幼童获刑一年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