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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是事故发生最多的
时候， 据不完全统计， 雨天
车祸发生率是晴天的13倍。
近期烂冬持续， 记者从多地
消防支队获悉， 消防部门在
交通事故出警频率明显提
升， 甚至一天就有参与救援
三四次。

雨天路滑一天3起车祸

连日降雨，道路湿滑，车
祸多发。2月17日， 邵阳洞口
县境内连续发生三起交通事
故。 洞口县消防救援大队闻
警而动， 冒着倾盆大雨马不
停蹄， 先后从三起车祸现场
成功营救8名受伤被困群众。

17日12时32分，洞口县
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
在320国道洞口塘路段，一
小型双排货车与一中巴客车
迎面相撞，货车上4人被困。
14名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 采取破拆救人的办
法展开施救， 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紧张救援， 一家四口成
功获救。

14时08分， 在洞口县石
江镇江潭大桥桥端东段，一
辆新能源电动小车与一辆福
特轿车迎面相撞。 电动车旋
转180度， 驾驶员双腿被挤
压、严重变形的车体卡住，动
弹不得，生命垂危。坐在后排
13岁的孙女满脸是血， 号啕
大哭。 消防指战员赶赴现场
后， 采取破拆救人的办法展
开救援行动， 爷孙俩及时被
送进医院救治。

23时59分， 在同一桥端
西段， 一辆吉利轿车从洞口
行至石江该桥西端时， 因雨
天路滑雾大， 车不慎撞入路
边护栏， 护栏穿破挡风玻璃

直到后备箱， 驾驶员和一名
乘客均受伤被卡在车内。救
援人员冒着大雨赶到现场后
立即采取“破拆法” 展开救
援，利用液压顶杆、无齿锯、
液压扩张器、 铁铤等救援器
材，破拆变形的驾驶室。经过
3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 被困
的受伤司机和乘客成功获
救，并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小车撞护栏司机身亡

2月21日凌晨1点多，在
湘潭市河东大道理工职院附
近路段， 一辆小车撞上道路
中央的道路监控设施杆的单
边交通事故，由于伤势严重，
驾驶员当场死亡。

从网友拍摄的视频可
以看到， 当时在马路中央，
有一台黑色小车撞到河东
大道中央隔离护栏的监控
设施杆上，车辆已经严重变
形，驾驶员被卡在驾驶室内
不能动弹。

2月20日凌晨1时54分，
衡阳耒阳市龙塘镇通水村附
近也发生一起车祸。 一辆小
车在行驶中突然冲出路基，
坠入10多米深的悬崖， 车内
有2名群众被困。

耒阳青麓消防中队接警
后， 经侦查发现事故车辆驾
驶室严重变形， 四周散落破
碎的汽车零部件， 驾驶室内
有两人被困，无法动弹，经现
场医务人员检查， 被困人员
腿部已经骨折， 身体多处受
伤，需马上送医救治。经过约
50分钟的紧张救援， 两名被
困人员成功被救出并送往医
院救治。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张金干刘慧云朱亚军

本报2月22日讯 “上辈子造
了什么孽， 这辈子陪娃写作业”，
“陪娃写作业”近日在郴州又添一
条“现实版段子”。21日，8岁的明
明（化名）寒假作业没写完，父亲
一怒之下拿出菜刀想吓唬儿子，
结果误伤了孩子小腿。目前，受伤
男孩已被送医救治， 医生说孩子
至少要经过半个月的恢复， 甚至
要经历一段时间拄拐养伤。

作业没写完，亲爹误伤儿子

“我们医院收治了一名8岁的
儿童，腿部受伤，说是因为寒假作
业没做完被爸爸弄伤的。”记者从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8岁
的明明伤情严重， 腿部肌肉裂开
一个大口子。

“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恢复，然
后需要一段时间的拄拐养伤。”该
院手足外科的刘医生表示。

据介绍，2月21日是当地学校
开学的日子， 孩子因为没有完成
寒假作业，受到了家长的责罚，最
后导致孩子受伤住院。 医生检查
发现，孩子头部、背部、臀部等全
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左胫腓骨开
放性骨折，左下肢肌肉、肌腱神经
断裂，孩子的身体、耳廓到处都有
青紫伤痕， 推测可能是受到过相
关的责罚导致的。

孩子哭诉：受伤后还要罚跪

“寒假作业没有完成，不管三
七二十一，到家他就打我。”正在
医院接受治疗的明明面对医生哭
诉自己的遭遇。

原来， 明明没完成作业的事
被父亲知道了， 晚上回家后被父
亲罚跪。这时奶奶过来劝阻，父亲
愤怒之下拿出了菜刀， 在与奶奶
争夺和拉扯中， 不仅划伤了奶奶
的手，也砍伤了明明。

明明自述， 自己受伤后父亲
并没发现， 他跪在地上一直血流
不止。 最后实在受不了向父亲求
饶，家里人才知道他受了伤，把他
送去医院。

明明说，平时继母性格温和，
对自己很好， 而亲生父亲则脾气
暴躁，经常打骂他。

继母刘梅（化名）透露，因为
孩子以前和老人生活，性格倔强，
家人也很头疼。

“当时孩子爸爸并不是故意
伤人，事后他特别后悔 。”刘梅
说，因为家庭原因，孩子多次转
学， 所以学习方面更是让人操
心。孩子爸爸平时性格挺好的，
就是教育孩子时容易发火，而
她只能在孩子和丈夫之间进行
劝说。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唐静霞

孩子没完成寒假作业，事闹大了
郴州一小学生作业没写完，父亲一怒之下误伤其腿 专家教你“陪娃写作业”正确姿势

湿滑路面事故频发
消防一天出警三次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被父亲误伤的孩子在接受治疗。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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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极便民信息
经办热线

提示：使用信息需谨慎，经济往来勿盲目

◆潘红姣遗失湖南崇民律师事
务所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4
301201111288204，证书流水号：
10705839，声明作废。

◆杨芳平遗失 2012 年通过的
《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公路工程专业），证书管理号：
12430234094300141，声明作废。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
奉思光遗失毕业证 （编号
126531201705005329） 和学位
证（编号 126534201700096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允辰儿童摄影楼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12 年 5 月 3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
0104600260745；遗失国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3403231
975100587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娜合潇便利店遗
失长沙市天心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4 日核发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可
证编号：JY143010303073261-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欧会文房地产代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欧阳奇志，电话 13808415152

遗失声明
长沙市卓然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03 年 2 月 19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2001951 (原注册号 :
4301002016870)，声明作废。

◆臧蓉遗失教师资格证 ,证号
20114311312000015,声明作废。

◆臧静遗失教师资格证 ,证号
200543113110000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麓湖微电子有限公司（税
号 430104668592413）遗失
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 4300
131140，号码 01173886 至 01
1738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中青旅经营管理中心不
慎将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 年 6 月 17 日换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号：
4300000000352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赛普尔自动化工程设备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7767731900）遗 失 原
备案公章一枚，声明作废，现启
用新备案公章（编码：430104
0134487），遗失原备案财务专用
章一枚，声明作废，现启用新备
案财务专用章（编码：43010301
60952）。

注销公告
湘潭县土桥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全体成员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钱彬 电话：15898549865

◆宋银剑遗失湖南网络工程职业
学院毕业证,证号 1259812010060
006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矮寨烟叶专业合作社遗
失吉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10月 3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 433101NA000046X，
声明作废。

◆余开舰(身份证：5001131986
10185631）不慎于 2019 年 2 月
19 号遗失身份证，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超界聚企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吴京才 电话：18528263679

注销公告
湖南乘风通信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朱海龙，电话：18907310766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丽岛商务宾馆遗
失湖南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
票 300 份，发票号码起始号 23
314501-终止号 23314650；
起始号 01781501-终止号 017
81600；起始号 13600151-终
止号 13600200，声明作废。

◆高建国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号码
4323011973121575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恒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2 份，
代码 143001620660，号码 00
131472、001314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美腾纸业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5 年 5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码：43010500
0159552，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市湘盛艺术品有限责任公
司（税号 91430102MA4PJ85
C28）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0430018
00104，号码 02708453、027
08458、0270845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金新土地开发整理有限
责任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公告日起 45 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张建华，电话 15886366206

◆雷琦敏（父亲：雷六田，母亲：张
智春）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315476，声明作废。 ◆杜昊宇(父亲：杜建华，母亲：陈

珑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641273，声明作废。

◆李诗妍（父亲：李勇军，母亲：肖
春霞）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025741，声明作废。
◆李诗珂（父亲：李勇军，母亲：肖
春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379144，声明作废。
◆李诗淼（父亲：李勇军，母亲：肖
春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770116，声明作废。
◆黄君豪（父亲:黄亚余，母亲:徐
敏敏)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3112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益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税
号 91430204MA4L6H694F）遗
失已填开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记账联、发票联、抵扣联）5 份，
代码 4300161130，号码 026299
27-02629929、02629935、02629
937，声明作废。

◆彭梨镔,湘 KDV883 交强标志
遗失流水号 QJBA18096707386，
声明作废。

◆邓正纯遗失湖南工程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证
（毕业证编号 113421201705
487719）及湖南工程学院学
士学位证（证书编号 113424
2017003310），声明作废。

◆湖南大学广告学专业韦馨舒
遗失三方就业协议书， 编号：
1191053203193，声明作废。

心理药方

陪娃写作业
如何避免“鸡飞狗跳”

开学了，又到辅导孩子写
作业的时候了。郴州的这名父
亲因为写作业误伤孩子的事
件引起网友的转发和热议，上
一分钟“父慈子孝”，下一分钟
“鸡飞狗跳” 的情景引起了众
多家长的共鸣。

湖南省脑科医院精神心
理专家李新纯副主任医师介
绍，如何管教孩子，每位家长
都会有不同的方式， 但最基
本的是应掌握温柔、 坚持的
原则。

李新纯介绍，父母的焦虑
情绪， 一方面来自于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心理。由于期
望值太高， 孩子暂时又达不
到，而造成家长内心的矛盾和
焦虑。其实，这未必是孩子的
过错，家长更应该反思自己。

另一方面，由于家长们要
应付工作和生活上各种事情，
还要辅导孩子的学习，照顾孩
子的生活，这些事情堆积在一
起就会让人烦恼，从而导致辅
导孩子作业时情绪爆发。

孩子完成作业不够理想，
或者犯了小错误时，家长对其
一味地吼叫、 指责甚至责罚，
你会发现只能起到一时的作
用，甚至起到反作用。在临床
上，经常可以见到很多家长对
顽劣的孩子气急败坏地“以暴
制暴”， 甚至对孩子说的都是
伤自尊的言语，最后，孩子只
能是抵触的心理，很难有积极
向上之心。

“温柔”的交流，是指在坚
持原则的范围内，家长不急不
躁， 积极找到孩子薄弱之处，
用平和、平等的态度来与孩子
交流互动。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