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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上午，周应龙在为客户擦拭皮鞋。 记者 张洋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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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 今日，记者
从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
到， 市民需打印不动产信息查询
证明（有房证明、无房证明），近期
因教育局入学及部分楼盘的相关
规定， 导致登记中心德政园点打
印排起了长队。对此，该中心提醒
市民：4个办公点的自助查询机和
人工服务窗口均可打印， 市民可
携带身份证原件就近办理。 具体
地址如下：晚报点：长沙市芙蓉区
晚报大道150号一楼； 德政园点：
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中路248号
三楼；河西点：长沙市政府第二办
公楼政务中心一楼；城南点：长沙
市天心区雀园路420号九峰大厦
二楼。

■记者 卜岚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今天从长沙市交警支队获
悉， 为确保长沙市轨道交通
3号线车站路工程施工顺
利，从今年5月19日0时起至

2019年1月18日24时止， 车站
路人民路立交桥西北匝道实
施交通全封闭， 禁止机动车、
非机动车在该路段行驶。

■记者 虢灿

本报5月17日讯 今年是中
国计生协会成立38周年，5月29日
是第20个“计生协会会员活动
日”。今日上午，长沙望城区高塘
岭街道“生育关怀·我和计生协会
的故事” 主题活动在雷锋路社区
举行， 主办方现场播放了望城区
计生协会发展历程， 还讲述了最
美卫计人服务群众的故事， 并为
街道内三个流动人口计生协会进
行了授牌。

高塘岭街道党工委书记吕凯
兴介绍， 近年来该街道以大型楼
盘、 商贸市场为载体， 探索建立
“党支部+协会”的管理模式，以协
会为纽带推动流动人口管理的有
效化、服务全面化，对计生困难家
庭和群众提供爱心帮助， 促进了
流动人口卫计公共服务均等化。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徐铁武

长沙市开福区的周应龙
今年61岁，2002年下岗后和
老伴在自家楼梯间擦皮鞋，
一干就是16年。 但擦鞋也能
擦亮自己的一片天。

5月17日， 他很自豪地
告诉记者：“凭手艺吃饭，不
丢人。 在平均工资才千把块
钱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两口
子可以挣6000元。我们用擦
皮鞋的钱供儿子上了‘贵族
学校’。”

楼梯间变工作室
背靠背擦皮鞋

“这个楼梯间一直就是
我们的储物间兼工作室，太
阳晒不到雨淋不到， 还不要
租金。”5月17日上午11点，
记者来到开福区通泰街轩辕
殿社区的先锋厅居民楼，坐
在楼梯间的周应龙正准备擦
拭顾客寄存的一双皮鞋，一
台落地扇正对着他呼呼直
吹。周应龙家住在五楼，这间
不足十平方米的楼梯间，挂
满了修鞋擦鞋工具， 里面的
小屋内则摆满了鞋油、 寄存
的鞋子及凳子等杂物。

周应龙向记者回忆，16
年前，他和老伴双双下岗。“我
老婆就先尝试去擦皮鞋，第一
天就赚了50元，尝到了甜头。”
周应龙随后也正式成为一个
擦鞋匠，除了自己摸索如何擦
好一双鞋，他还经常找老擦鞋
师傅讨教。两人把楼梯间整理
成“工作室”，很快，这间位于
五一广场旁的楼梯间擦鞋店
便门庭若市。

“我和老伴坐在这狭窄
的楼梯间日以继夜地工作，
从早上7点， 干到晚上天黑，
正月初一初二也很少休息。”
周应龙指着凳子另一侧说，
当年他们夫妻就这么背靠背

弯着腰， 擦鞋十多年。 当记者
问，为何生意这么火爆？周师傅
爽朗地笑道：“可能是因为手艺
过硬， 用的鞋油好， 回头客多
吧。”他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因素，就是楼梯间工作室虽小，
但五脏俱全，相比流动摊贩，顾
客信任度更高。

盛况已逝
还有不少老顾客上门

一上午的采访，记者发现顾
客很少。“现在穿休闲鞋、运动鞋
的人越来越多，擦鞋匠生意开始
慢慢没落， 再加上夏天天气热，
穿皮鞋的人更少。”周应龙解释，
现在擦鞋是3元一双， 当年擦鞋
一般是1元一双， 遇到阔气的老
板也有给三五元的，生意好时每
天可以收入200元， 一个月赚
6000元， 快抵得上普通工薪阶
层几个月的收入了。

周应龙回忆， 这样风光的
时刻维持了大约6年。 在这期
间，凭着擦鞋的高收入，他把唯
一的儿子送到了“北大附中”湖
南分校。“我父母亲走得早，很
小就缺失了父爱母爱， 我只想
让下一辈不在这方面有所缺
失。”周应龙坦承，自己对儿子
的付出几乎都是竭尽所能的。
而他自身穿着非常简朴， 一件
蓝色的短袖衣已经有好几个线
头，抽烟也是5元一包的软白沙
香烟，“苦日子过惯了， 把好的
留给下一代吧。” 吐出一口烟，
他说道。

周应龙说， 现在年纪大了，
老伴也主要负责在家带孙子，自
己没什么其他兴趣爱好，平时就
守在楼梯间这个擦鞋店。“还是
有不少老顾客会不定时上门，也
有老板开车接我上门服务的。现
在经济上虽然有所好转， 但闻
到这鞋油香， 就忍不住捯饬捯
饬。” ■记者 张洋银

下岗夫妻擦鞋谋生，他们擦亮自己的一片天

擦鞋16年，老鞋匠爱闻这鞋油香

本报5月17日讯 今天，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
今年1至4月， 全省共发现道
路运输安全隐患8092个，目
前已整改7391个； 共停班处
罚车辆1149台次， 吊销从业
资格证56个， 罚款处罚企业
169家，停业处罚8家，关停企
业1家，罚款金额123.1万元，
清退联网联控平台6家。全省
“两客一危” 车辆的超速、疲
劳驾驶次数大幅下降。 与去
年同期相比， 全省道路运输

行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基本持
平， 受伤人数同比减少80%，未
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安全事
故，全省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
形势保持稳定。

下一步，湖南交通系统将强
化与省高警局联动，联合开展营
运车辆“安全隐患清零”整治行
动，重点整治营运车辆在高速公
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违法停
车、超速行驶、超员超载、疲劳驾
驶等违法交通行为，打造平安交
通。 ■记者 和婷婷

湖南前4月
整改道路运输安全隐患7391个

长沙车站路人民路立交桥西北匝道封闭

从法医专业毕业生到最高检优秀论文奖获得者

彭俊:紧握正义的刀笔还原真相

德政园点打印排长队
市民可就近办证明

关注流动人口健康
讲述“我和计协的故事”

奋斗者说：“我所承担过的
每一项工作，都是对检察事业的
添砖加瓦，是用手中的刀和笔还
原真相，这也使我真正的感到为
之努力奋斗是光荣而值得的。”

彭俊，33岁， 从事检察法医
工作10年，现为长沙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技术处法医专业负责人。

5月17日，记者在长沙市检
察院见到了刚从全国检察系统
法医技术性证据审查培训研讨
班载誉归来的彭俊， 他撰写的
论文《技术性证据审查发现伪
装精神病鉴定1例》被最高人民
检察院评为优秀论文。

一起特别的鉴定

2010年， 彭俊受公诉部门
的委托， 对一起故意伤害案件
进行技术性证据审查。 被害人
右下肢被人砍伤， 经社会鉴定
机构鉴定， 其右踝关节运动活
动度丧失达50%，构成重伤。

“在审查中，我感觉来人并
不是该案的真正受害人。”对此，
彭俊和办案人员一起对重新鉴
定的被鉴定人进行了询问。被鉴
定人承认和被害人是堂兄弟，长
相有几分相似，恰好几年前他出
了一场车祸，导致右踝关节骨折
并遗留活动障碍，在被害人的恳

求下，代替他去做鉴定。
后经对本案真正被害人进

行重新鉴定，其右下肢被砍伤后，
并未遗留踝关节功能障碍，仅构
成轻伤。正是这种严谨细致、科学
认真的工作态度，维护了检察机
关的形象，维护了公平正义。

一起正义的守护

2013年5月， 彭俊受望城区
人民检察院委托，对罗某故意伤
害案进行技术性证据审查。审查
后认为， 被鉴定人张某头顶部
“Y” 字形的愈合痕呈直线状，形
态整齐、规则，不符合钝器致伤特
征，与锐器伤表现一致。而鉴定机
构将张某头顶部裂痕伤认定为
钝器伤不准确。彭俊与鉴定方沟
通，建议他们纠正。但对方坚持自
己的看法，反而请求检察机关撤
销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

根据鉴定规则， 钝器伤构
成轻伤，锐器伤则不构成轻伤，
对嫌疑人来说却是罪与非罪的
天壤之别。 彭俊向办案部门进
行了详尽的说明， 建议慎重考
虑该案的起诉问题。最终，长沙
市望城区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
罗某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该案
被评为“2014年度全省检察技
术优秀案件”。

不平凡的10年工作

殡仪馆、解剖室是法医常去
的地方，面对冰冷甚至腐败的尸
体，很多人难以忍受。彭俊就在
这样的条件下完成了各项法医
工作。他在检察法医岗位上工作
10年，完成技术性证据审查并出
具审查意见书1500余件， 完成
法医临床鉴定500余例、法医病
理鉴定100余例，参与死刑执行
监督10余次，为全市检察系统各
办案部门提供技术咨询1000余
次，为多起重大案件的办理提供
了科学的证据。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周玉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