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金发放仪式现场。

由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联合湖南电视台公共频道发
起的“精准扶贫·福彩同行———
2017福泽潇湘·扶贫助学”公益
活动， 第二站福彩公益金发放
仪式11月21日在邵阳市福彩中
心举行， 共计为86名邵阳地区
的贫困学子发放了19万元福彩
公益金。扶贫先扶智，希望福彩
的爱心助力， 能让孩子们拥有
更美好的未来。

她是班里最“大”的学生，为
照顾弟弟妹妹， 曾辍学在家甘当
“小妈妈”； 她梦想考入985大学，
却连一本参考书的钱都拿不出；
她天真活泼，却因为心疼爸爸，把
双手磨得像粗糙的老树皮一样。
她就是新邵四中的吴玉兰， 现场
拿到福彩公益金的她心情有些复
杂，她说：“很高兴我能获得福彩的
帮助，但我不打算买参考书，老师
说要买‘五高三摸’，但是那个太贵
了，我还没有想好怎么买。这学期
快过完了，下期还要交学费，还有
我弟弟妹妹的学费也要交了。”玉
兰的懂事让人心疼。

据了解， 邵阳地区一共有八
个贫困县，其中邵阳县、隆回县还
是国家级贫困县，在“2017福泽

潇湘·扶贫助学” 的活动当中，邵
阳地区一共有400多名学生提交
了申请，经过综合评审，湖南福彩
拿出19万元， 共计资助86名贫困
中小学生，当天，有12名学生代表
来到现场，领取了福彩公益金。

今年， 湖南福彩从省本级公
益金中安排了190万元，面向全省
51个贫困县市区的贫困中小学生
开展 “精准扶贫·福彩同行———
2017福泽潇湘·扶贫助学”公益活
动，目前湘西、邵阳两地已完成公
益金的发放， 下周还将在长沙举
行一场公益金发放仪式， 希望大
家继续通过湖南福彩网、 湖南福
彩官方微信、 福彩天地报以及湖
南公共频道的《帮女郎帮你忙》栏
目关注本次活动。 ■木子

2017年“福泽潇湘·扶贫助学”
———邵阳站福彩公益金发放仪式举行

11月25日，长沙气温在7℃
左右，湘江河水寒冷刺骨。早上
6点多，湘江橘子洲大桥上出现
惊险一幕： 一名女子突然翻越
护栏，坠入冰冷的江水中。关键
时刻， 途经此处的滴滴司机易
师傅紧急刹车， 直接跳进江中
救人。

据了解，轻生女子因感情纠
纷跳河，目前已无大碍。在得知易
师傅的事迹后，公司给予了他高
度的评价。25日上午，记者获悉，
“滴滴敢扶公益专项计划”授予易
师傅“滴滴敢扶公益榜样”称号，
并给予其5000元奖金。

女子轻生，司机救人

今年30岁的滴滴司机易炼
辉，是长沙县江背镇人。易炼辉
告诉记者， 当时他正送客户去
河西， 车行驶到橘子洲大桥中
间时， 只见前方一辆白色小车
突然急刹， 车上下来一名女性
驾驶员，她又急又慌，往桥面人

行道上跑。
紧急刹车后， 易炼辉才发现，

原来桥上有一名身穿黑衣服的女
子突然翻越护栏，跳入湘江。眼前的
一幕吓坏了路过的市民，现场有好
心人拨打了报警电话和120急救。

易炼辉来不及多想，毫不犹豫
地跳入湘江救人。“我游到她身边
时，她已经呛了几口水。”易炼辉告
诉记者，当时女子已经没有力气挣
扎，漂浮在河面上。由于落水点离岸
边不到20米，易炼辉一把抓住对方
的头发，轻轻向岸边游去。

当时天气较冷， 加上在冰冷
的河水中泡了一会儿， 两人冻得
瑟瑟发抖。虽然被救上了岸，但女
子情绪很不稳定， 抱怨易炼辉不
该救她。事发后，通泰街派出所民
警也赶到了现场， 经过一番耐心
劝说，轻生女子才被抬上担架，送
往医院进行检查。

公司奖励5000元

易炼辉告诉记者， 当时觉得

轻生女子应该没有大问题， 也就
没有跟随去医院。当天下午，轻生
女子的朋友打来了感谢电话。

“我是江边上长大的，水性不
错。”易炼辉说，当时他看到女子
跳河后，迅速跑到护栏边，脱掉鞋
子后就跳入江中，“救人是本能反
应，根本没时间犹豫。”

易炼辉告诉记者， 去年孩子
出生后就改行跑滴滴快车，“时间
自由一点， 可以照顾到家人。”因
为老婆在火车站一家食品店上
班，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赶到。易
炼辉也每天跟老婆同一时间起
床， 把老婆送到火车站后再去跑
滴滴。

在得知了易炼辉救人的事迹
后， 滴滴公司给予了他高度的评
价，“危急时刻， 易师傅不顾江水
冰冷，跳入江中救出遇险者，弘扬
了社会正能量， 值得广泛赞扬。”
为此，“滴滴敢扶公益专项计划”
授予易师傅“滴滴敢扶公益榜样”
称号，并给予他5000元奖金。

■记者 张浩

女子情殇溺水轻生 司机舍身跳河救人
公司高度称赞，并奖励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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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8日讯 28日上
午,湖南福彩2017“福泽潇湘·
扶贫助学”福彩公益金发放仪式
在长沙市周南中学礼堂举行。

今年的福彩助学和往年相
比，呈现出几个新的特点：一是
首次聚焦全省51个贫困县市的
学子进行精准救助； 二是首次
面向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
在读学生的宽覆盖； 三是首次

委托第三方监管机构湖南省志
愿服务组织联合会进行活动评
估。此外，今年还是我省福彩助
学历年来投入最大、 资助人数
最多的一年， 从省本级福彩公
益金中专项安排190万元，共计
资助500余名家境困难的学子，
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生活，完
成学业。

■贺宁爽 经济信息

拾到一个包归还给失主，
不仅没得到一句感谢， 反被怀
疑拿走了包内一条手链。 几天
过去了， 曹建军老人说起这个
事仍感心酸。事实究竟如何，28
日,记者进行了走访核实。

拾金不昧，反遭误会？

28日下午，记者在星沙山水
湾小区见到68岁的曹建军，老人
很勤俭，平时晚上都会在小区转
悠几圈，拾取废品废纸补贴家用。
据他回忆，“11月20日晚上8点左
右，下了点小雨，在小区14栋-15
栋之间，我走路时无意踢到一个
包，捡起来发现蛮重的，想着失主
肯定很着急，都没有打开就直接
送到物业办公室了。”小区物业保
安当着他的面打开了包查看失
物，有三张身份证，两部手机、一
张驾驶证以及现金银行卡若干，
并没有发现手链。

让老人没想到的是， 失主
认领手包后却表示包里还有一
条价值2万元的手链不见了。

误会一场，将登门致谢

记者找到山水湾小区美好

愿景物业保安部主任胡平伍，
证实了曹建军拾包一事。 “当
时曹老爷子送包来后， 我们第
一时间拍照留证， 各项失物都
有记录。 联系上失主黄先生并
确认后， 他第二天就在我们这
把包领回去了。” 胡平伍说，失
主亲戚刘某也在小区物业工
作， 认领手包后黄先生对刘某
称包里还有一条价值约2万的
手链不见了。

当日下午， 记者联系上失
主黄先生，他很抱歉地表示，这
其实是一场误会。“之前那条手
链确实是一直放在手包里，后
来拿出来自己却忘了， 在拿回
包后第二天也找到了手链。”黄
先生解释称， 自己在找到手链
后告诉过亲戚刘某， 而刘某并
没有向物业及曹建军说明。

“这个事确实是我不对，没
有处理好， 领到包后我就给曹
伯伯打过电话确认了住址，打
算登门道谢。这几天一直很忙，
还闹了这么一出乌龙。”黄先生
说， 自己对曹建军的热心之举
非常感激， 并对造成的误解表
示歉意， 将会登门拜访诚恳道
歉致谢。

■记者 张洋银

11月28日，2017年长沙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演练在浏阳市大瑶镇枫林村举行。本次演练采用“桌面推演+现
场实战演练”的形式，参演兵力达300人，除了常规的灭火装备外还配备了履带式森林消防车和直升飞机等先进装
备参与实战演练，实现了“军地同协、部门联动、跨区调度、立体作战”。 记者 唐俊 金慧 摄

拾金不昧遭误会，热心老人很心酸
失主表示：“手链找到，闹了出乌龙”，将登门诚恳道歉致谢

本报11月28日讯 来自娄
底双峰的毛建红夫妇带着儿
子来长沙看病，没想到儿子却
出走了。他们四处寻找、打听
儿子的下落， 但仍杳无音讯。
今天上午，记者在开福区留芳
岭社区一家小旅馆里采访了
毛建红夫妇。

毛建红告诉记者，11月25
日， 他带着儿子毛凤帆赶到湘
雅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自闭症，
且有精神分裂症状， 毛建红为
儿子预约了医院一名经验丰富
的医生， 待第二天上班再去会
诊，“没想到他当晚就出走了，
走的时候还把钥匙留给了前
台。”据介绍，毛凤帆从小较内
向， 不主动和别人说话， 自从
2012年沉迷于网络游戏后，成
绩直线下滑， 也变了一个人，
“待在家里不愿意出来，玩电脑
的时候相当兴奋， 但不玩的时
候， 跟我们都不说一句话。”因
为成绩不理想， 毛凤帆读了两
个初一后， 不愿继续读书辍学

在家。辍学后，毛凤帆逐渐发展
为不愿出门，甚至都不愿与父母
同桌吃饭。今年开始，毛凤帆的
情况愈发严重，经常提出自己已
年满18岁，要出去“闯江湖”。于
是，父母带他来长沙治疗。

“求大家帮我找回儿子，他
有自闭症，不愿和人说话，今年
18岁， 身高1米72，11月25日在
长沙湘雅医院附近走失。” 毛建
红希望通过本报征集寻找儿子
的线索， 并留下了联系电话：
15284416728。

省第二人民医院儿少心理
科主任马静告诉记者， 如果孩
子确诊为自闭症， 不仅孩子要
尽早接受专业系统的培训治
疗，家长也应接受培训，学习、
掌握一定的言语治疗方法，以
便在家帮助他们进行社交技能
训练或社交游戏治疗。“不批
评、不打骂、不指责孩子，家长
要对孩子多些耐心、 多些包
容。”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石荣

自闭症孩子频走失，家长应如何应对

湖南福彩发放
2017“福泽潇湘·扶贫助学”公益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