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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麓山“飞狐” 请支招安置》后续

小白将安新家，还给它配了玩乐设施
本报1月11日讯 2个多
月前， 本报曾报道岳麓山出
现 北 极 狐 事 件 （详 见 本 报
2018年10月23日A4版），如
今，这只麓山“飞狐”情况怎
么样了？今天，记者从麓山景
区管理处获悉， 工作人员今
天上午将北极狐送到了湖南
省野生动物救护繁殖中心，
他们将为其安置一个新家。

悉心照料两个多月
小白已康复
“经过2个多月养治，它
长胖了不少。”岳麓山“Hi悦
麓”负责人曾蓉笑着说。她当
时第一个发现这只北极狐，
之后也一直细致入微地照顾
它。“每天至少给它喂一两斤
生肉，给它洗澡，抚摸它，日
子久了也挺有感情的， 我们
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小白。”她
告诉记者， 当时它左后腿可
能受了点伤， 但是经过工作
人员每天精心的护理和检
查，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在暂时收养的这段时间
里， 小白被安置在景区消防
队，因为担心会影响到游客，
它被关在一只大笼子里。“它
还挺温顺的， 人多的时候它

会蜷缩到角落里， 有点怕
人。”曾蓉说。

北极狐对环境要求高
给它安新家
今天上午，曾蓉和另一名
工作人员将小白送到了湖南
省野生动物救护繁殖中心。
“现在它已经完全康复了，毕
竟我们这里条件有限，也没有
那么多时间，我们还是决定帮
它找个稳定可靠的家。”
北极狐属于外来物种，湖
南本土没有，且对生存环境标
准要求较高，放生几乎没有生
存可能， 如果把它送到动物
园，会有很多人来观赏，打扰
到它的生活。经过考虑，景区
工作人员跟省野生动物救护
繁殖中心取得了联系，想把北
极狐送到那里安置。
“当时那边同意给小白
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 有专
人照料， 我们也比较放心。”
曾蓉告诉记者， 明天野生动
物中心会给小白进行一个体
检， 之后会给它安排专门的
房间，房间有树木搭的架子，
可以供它攀爬， 生活环境会
很惬意。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曾蓉

事业有成后，他捐赠百万回报家乡
肖建国：正是当初乡亲的无私帮扶才有如今成绩
了一名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我一步步走到今天，不
仅靠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也
多亏了身边人对我的帮助。”
在肖建国看来， 正是大庄村
村民对他幼时的无私帮扶才
有了现在的成绩。
“大庄村接纳了我，大庄
村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从一
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到小有
规模的企业家， 肖建国对自
己现有生活很满意， 他也希
望能够让大庄村村民生活都
幸福起来。
致富不忘教育， 肖建国
心系家乡的每一项公益事
业，总是尽心尽力。1998年，
肖建国捐献300多套实木课
桌椅给县城关完小， 用于助
教助学。
多年来，慈利县一中、金
岩土家族乡的敏家村小学、
通津铺镇的市场河小学、东
岳观镇中学、 江垭镇的九溪
村村部等许多地方都有他扶
贫助学的身影。
近年来， 肖建国夫妇捐
款捐物近百万元， 参与慈利
县统一战线“千企帮万户、助
力促脱贫”精准扶贫行动。他
们怀揣一颗善良温暖的心，
满怀美好坚定的信念， 用实
际行动诠释着优秀民营企业
家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与千
千万万扶贫人一起同行。
■记者 张浩

幸

险

巡特警机智解危难
本报1月11日讯 今日，记
者从衡阳市衡阳县公安局获悉，
为感谢巡特警黑夜帮其拖车解
难，谢女士将一面“保人民之安、
塑勇士形象”的锦旗送到该局巡
特警大队。
事情得从2018年12月28日
说起，当晚衡阳县蓝剑突击队中
队长肖湘带领队员在岘山进行
乡镇设卡，途中发现一辆小车停
在路边， 车辆开着危险警灯，一
名女士在车旁急得跺脚。
肖湘询问得知，车主谢女士
由于夜晚光线暗、 天雨路滑，加
之对乡村路况的不熟悉引发操
作不当，倒车时后轮悬空，所幸
后面有一棵树挡着。
在场的特警队员决定帮她
把车辆推上来。由于地面湿滑，队
员们使出浑身力气， 反复几次也
没有将车推上来。其中一名队员
在附近找到一根麻绳，躺到车下
面，把麻绳一头绑在车的底部，大
家一鼓作气把车辆拉上来。
车辆被拉上来时，谢女士看
到特警们身上沾满泥巴，感动不
已。
■通讯员 唐兴国
唐艳艳 记者 王智芳

民警：驾驶员疲劳驾驶，车辆失控
本报1月11日讯 驾驶员
晚上没睡好， 第二天开车时眼
睛一黑，车辆越过中心线，从路
面飞了出去。 下面就是滚滚江
水，万幸的是，车被几棵树拦住
了， 消防部门紧急出动才救出
被困的驾驶员。今天上午，省交
警总队通报了这起发生在怀化
洪江的单方交通事故。
1月6日下午2点41分，怀化
洪江区交警大队接到110指挥
中心转警称， 在洪江区官溪口
渡口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有
人员被困。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一辆
小车翻越护栏，跌到靠江边的斜
坡上，车头陷进树木里，车辆保险
杠和一些零件散落现场四周，整
个车辆完全损毁。所幸小车被几
棵树拦住，才没有坠入江中。
“我们通过初步勘探现场
的痕迹发现，该车是往洪江区方
向行驶，突然越过了道路的中心
线， 撞向了左边的一个护栏。护
栏也被撞缺了一块，拦住它那棵
树也是被撞破了一大块皮。我们
可以推测当时的车速肯定不会
太低。” 洪江区交警大队民警

岳麓山北极狐长胖了不少，它即将
搬进“新家”。
通讯员 曾蓉 摄

女司机倒车
后轮悬空

“闭眼”驾驶直奔江边被树挡

悬

张陈保说。 据现场目击者反映，
事发时路况良好，小车是在行驶
中自己撞上护栏跌下去的。
“我们看到他飞下去的，然
后就有人报的报警，打的打120，
车上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没有跟
车碰撞过。”有目击者这样说。
小车车头被撞得变形严重，
驾驶员杨某身体侧倾于副驾驶
一侧，脚被卡在方向盘下面无法
动弹。消防救援人员一边固定车
辆一边对驾驶室进行破拆。20分
钟后，驾驶员被成功救出。
洪江交警对事故原因进行
了调查， 最终确定这是一起单
方交通事故。
“驾驶员前 一天 没 有休 息
好，中午又急着赶路没有午休，
突然犯困， 车子失控撞向路
边。”张陈保说，目前受伤的驾
驶员杨某仍在当地医院接受治
疗，已无大碍。
民警提醒广大驾驶员 ，一
定要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合
理安排行车时间且连续驾车不
得超过4小时，确保行车安全。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通讯员 张陈保 龙俐君 封跃林

一分神撞上护栏翻车了
民警与热心市民把车翻了过来
本报 1月 11 日 讯 开 车
分心，小车直行撞上了匝道口
的水泥护栏， 瞬间翻滚倒地，
四个轮胎朝天……昨天早高
峰， 长沙枫林路跨线桥匝道
口，一台正常行驶中的白色小
车突然撞上跨线桥的水泥护
栏后翻车， 占据了两个车道。
几分钟时间里， 民警赶到现
场，并与热心市民一同把车推
着翻了过来。
一辆路过车辆的行车记录
仪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1月10
日早高峰，下着小雨，一台白色
小车正沿着车道正常直行在行
车记录仪所在车前， 在快到匝
道口时，还打起了右转向灯，但
是这台车却一头撞上匝道与主
路之间的水泥隔离护栏，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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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参加重 阳 节活
动，还领到了敬老‘红包’。”
尽管重阳节过去了好几个月
了， 但对于慈利县大庄村的
老人们来说，“大庄村的老好
人”现场派送“红包”的热闹
场景仍历历在目。
老人们心中的“
老好人”
名叫肖建国。“树高千丈不忘
根，人若辉煌不忘本。”在外打
拼了半辈子，肖建国一直关心
着家乡的父老乡亲。 架桥修
路、资助学生、慰问老人……
“我是大庄村的水土养大的，
现在我有能力了，也想为家乡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1954年，肖建国出生在
慈利县零溪镇， 家中有兄弟
4人， 年幼时跟随母亲全家
被迫迁离县城搬往大庄村。
当时， 大庄村村民自发组织
帮其搬家， 免费提供住宿。
在贫瘠的山区， 一个母亲要
养活4个孩子， 生活的困顿
可想而知。
凭借着勤劳肯干和抓住
木材生意商机， 肖建国积累
了“第一桶金”，1998年，肖建
国购置了慈利县第一台挖掘
机，开始踏入建筑行业，如今
的肖建国， 在慈利当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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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飞了起来倒地翻车。 记录仪所
在车辆一个急刹， 差点撞上了翻
车的白色小车。
经岳麓区交警大队分控中心
调度，不到5分钟，民警到达事故
现场。经初步调查，排除驾驶人酒
驾嫌疑， 事故原因是驾驶人一时
分心撞上护栏导致翻车。 所幸驾
驶人系了安全带，并未受伤。
“
我们赶到时，他就已经自己
爬出来了。只是这个车子‘四脚朝
天’横在马路上，给道路交通带来
不少压力。”岳麓区交警二中队中
队长欧阳诚说，当时正值早高峰，
不少车辆因为事故不得不停下，
其中有好几台公交车。
“我们发动了路过的行人和
旁边公交车上的乘客把车给扶
正了， 还是多亏了这些热心市
民。” 路面监控视频显示， 几位
民警在事故周边隔离行人，另外
几位跟热心群众一起抬起小车
一侧，这台白色小车先是被抬起
成侧翻状态，然后再翻了过来。
民警介绍，此次事故是轿车
驾驶员开车时一时分心而不慎
撞上。 水泥护栏石墩只有些擦
痕， 事故除造成轿车受损之外，
并未造成其他损失。 民警提醒，
雨天路滑，驾驶员开车一定要集
中精神，加倍小心，同时不要忘
记系安全带，保证生命安全。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