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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常有人敲门，听到声响就跑了”
长沙荣泰广场小区：安防设施严重缺失，半夜常有小偷踩点

“如果回家太晚，进了小区后
我都是跑着回家， 因为楼栋没有
安防系统， 听说好几家的锁被撬
过，真害怕遇到坏人。”家住长沙
岳麓区荣泰广场小区的覃小姐向
三湘都市报记者反映， 不少业主
对小区的安防系统诟病已久。6月
2日上午，记者来到该小区采访。

业主：监控、门禁未到位
毫无安全感

荣泰广场位于岳麓区谷丰中
路，记者看到该小区商、住一体，
并未设独立的小区大门， 覃小姐
居住的4号栋为公寓。

记者看到该栋楼下大门敞
开， 并没有安装门禁系统。“什么
人都可随意出入， 住得真没有安
全感。”覃小姐说，房子于今年1月
份交房，如今4栋的两个入户大堂
都未安装门禁系统。每层有16户，
长长的楼道上监控设备也未覆盖
到位， 仅每层的电梯口有监控摄
像头， 还位于拐角处。“业主很多
是独居在这里的单身女性， 由于
缺乏有效的安防设施， 大家都很
担心。”

家住17楼的一名女业主向记

者展示了家里门锁被撬坏的照
片。“4月3日发现的，当时没在家，
还好小偷没把门完全撬开。”她告
诉记者，“当时去物业没查出来，因
为电梯处的监控根本拍不到我家
门口的位置。”

业主蒋先生则表示：“经常有
业主反映凌晨有人敲门， 如果发
出声音，就能听到外面有人跑了，
疑似小偷踩点。 前段时间曾有业
主家中失窃， 派出所说过我们的
监控达不到标准。”

承诺：加快建设
首先在大堂口启用密码锁

覃小姐介绍， 楼盘开发商湖
南揭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今年3月曾承诺说5月30日前会将
小区4栋的监控安装到位，刷卡进
出，到如今却还未兑现。

记者随业主们找到一名开发
商负责人。他解释：“大堂门口之前
是有密码锁的， 一直没有启用是
因为有的业主需要装修、 搬迁家
具等物品， 但近期会尽快要物业
和工程对接，将密码锁安装好。”他
表示：“安防系统没在承诺的期限
内到位， 是公司内部效率问题导
致进度比较缓慢， 但不代表我们
没有推进这件事。”

该名负责人随后承诺，“监控
一定会安装到位， 但还给不了具
体时间。”

■记者 石芳宇

本报6月2日讯 “他以前是
老少皆知的贫苦汉子， 现在变成
了远近闻名的养鸭大户、 种粮大
户！” 走进宁乡灰汤镇双盆村，问
起脱贫致富典型张崇六， 村民都
会啧啧称赞他。

政策春风，小鸭子带来新希望

张崇六父亲、 母亲身体不好，
自己也没读多少书。成家后，儿子
从小就患上了肺结核、支气管炎等
顽疾，每年医药费6万余元，加上女
儿的学费开支，单薄的家底根本无
法承担。

屋漏偏遭连夜雨，2014年，妻
子罗辉被查出患有乳腺癌，虽然目
前已基本恢复， 但无法干重活。
2015年，张崇六的父母去世，办完
了后事，家里负债超过20万元。

“在扶贫的路上， 不能丢下一
个贫困群众。” 张崇六的家庭情况
得到了镇村两级及驻村扶贫工作
队的高度重视。2015年，在镇村和
驻村工作队的支持下，张崇六与湘
一灰汤鸭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养殖

合同， 免费获赠200羽鸭苗和饲
料。

一年的早出晚归和辛勤付出，
张崇六通过养鸭赚到了4万多元。
2016年， 张崇六再次免费获赠湘
一公司的鸭苗2000羽， 他还流转
承包了160多亩水田，成为了当地
的种粮大户和养鸭大户。

不惧伤病，携手贫困户奔小康

“每天5时前出门，晚上8时还
在田里劳作。”2017年， 张崇六承
包360余亩水田， 准备再夺丰收
年。一天，他骑着三轮车去查看秧
苗时连人带车摔到田里，医生建议
他卧床休养40天。但10天后，刚刚
能下床走动的他就回家干活了。

张崇六如愿迎来大丰收 ，
2017年通过养鸭、 种稻的收入超
过10万元。 他一举还掉了陈年旧
债，还启动了房屋重建。

值得点赞的是， 张崇六脱贫
致富之后不忘“贫友”。“2017年，
我请来贫困户帮忙，一个人月收入
有2000元至3000元。 在我的鼓励
和带动下， 本村有15户贫困户领
养了鸭苗， 平均年增收7000元以
上。”张崇六告诉记者，自己深知贫
困乡亲的不易，能够帮助大家挣点
钱，他感到无比开心。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张建国

本报6月2日讯“像你这样
一心想着游客的导游真是难
得。” 5月31日，来自大连的游客
陈先生离开张家界时， 紧紧握
着导游朱文的手， 一个劲地对
他道谢。

5月29日中午11点30分左
右， 一辆22座旅游车载着15名
来自大连的客人从长沙开往张
家界途中， 在益阳路段突遇前
面车辆刹车减速， 虽然司机沉
着冷静连续轻踩刹车， 还是与
前面车辆发生了追尾。

“所有人员快点下车，都站
在高速公路护栏以外。”车祸发
生后，导游朱文不顾自己受伤，
一边大声组织大家转移， 一边
搀扶着几名伤重游客下车。待
全车人员都转移到了护栏外
后，朱文又马上拨打120救护车
救援，并向公司、交警报案。

到达医院后， 朱文忙上忙
下，帮着客人挂号交费。医生发
现朱文腿上、 嘴上有伤口流着
血， 叫他先去躺着接受检查救
治。朱文没有多想说：“医生，我
不能躺下， 我躺下了我的客人
怎么办？抢救客人要紧。”在所
有游客检查救治完后， 累得坐
在地上的他才接受医生的检查
治疗。

处理这起车祸的益阳市交
警说， 幸好朱文在上车时提醒
了客人要系好安全带， 并及时
把人员疏散到了安全区，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车祸发生后，朱文本来要休
息养病，但为了游客开心，在公
司的同意下，他硬是带着游客把
余下的景点游览完。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田贵学

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小
朋友是怎么度过的呢？ 6月1
日， 试运营的长沙地铁4号线
汉王陵公园站迎来了一群特
殊的小乘客，他们都是中建五
局盾构分公司长沙地铁4号线
建设者的孩子， 这是他们第一
次乘坐爸爸妈妈修建的地铁。
走进爸妈曾经为之奋斗的场
所，他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儿
童节。

他们坐上了父母修建的
地铁，满脸自豪

“这个站好漂亮呀！爸爸，
这个车站您也参与建设了
吗？”“妈妈， 盾构机在修地铁
时有啥作用？” ……走进长沙
地铁4号线汉王陵公园站，孩
子们立即被眼前这个漂亮的
地铁站吸引了， 东瞧瞧西看
看，忍不住好奇地问着身边的
父母各种问题。而孩子们通过
这个活动了解到父母的工作，
心里多了一份自豪，对父母也
多了一份理解。

5月26日11时28分，长沙
地铁4号线正式载客试运营。
为了这一刻，2万多名建设者
通过克难攻坚， 筑就了这条
33.5公里的“地下长龙”。提前
100天“洞通”、提前90天“轨
通”、提前1年半“试运行”……
长沙地铁4号线这一串串的数
字背后是一段建设者的攻坚
之旅。

曾参与4号线建设、 如今
又奋战在地铁6号线建设现场
的张申亮，向孩子们讲解了在
地铁与父母走散如何求救等
知识。 地铁4号线建设者黄杰
强拿着盾构机模型，耐心地为

大家讲解修建地铁需要的“庞
然大物”。“平时太忙， 能陪伴
孩子的时间很少，所以更珍惜
与孩子在一起度过的时光。”
黄杰强向记者表示。

因临时有事，带着愧疚
这位爸爸爽约了

才两岁零五个月大的彭
于芯是当天参加活动中年龄最
小的小朋友，因为是第一次坐地
铁， 这名昵称叫朵朵的小女孩
十分开心，但在和妈妈玩闹时，
她问起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陪朵朵”。

修建地铁4号线时， 朵朵
的妈妈梁舸是一标汉王陵公
园站的员工，爸爸彭继勇是一
标溁湾镇项目执行经理，虽然
生活在一个城市，但因为工作
都很忙，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很
少。 随着长沙地铁6号线的开
建， 彭继勇住在6号线湘雅三
医院站项目部的单位宿舍，梁
舸与婆婆带朵朵租住在6号线
麓枫路站附近。 梁舸告诉记
者，儿童节活动前一天，一家
人说好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的，
但丈夫彭继勇因要临时参加
项目讨论会，只能匆匆将她和
女儿送到地铁4号线汉王陵公
园站口便走了。

对他们这些城市建设者
而言，因为常常在工地上忙碌，
他们的孩子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宝贝，对不起，爸爸（妈
妈）工地有事，不能回去陪你”、
“宝贝，对不起，我失约了”。这
一声声抱歉的背后是建设者对
家人的愧疚， 更是家人对他们
的理解与支持。■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曾雪琪通讯员雷密红

起早贪黑，携手“贫友”奔小康

“宝贝，对不起，爸爸又失约了”
别样六一，这群孩子乘坐爸妈修建的地铁过节

车祸发生后，这位导游说：
“医生，我不能躺下
抢救游客要紧”

入户大厅大门敞开着，没有安装门禁系统。 长长的楼道中也未看到任何监控。 记者石芳宇摄

爱心父母暖心导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