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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的王强现在是长沙民
政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不
过对他来说，上学可不是件容易
的事， 因为他不仅要学好功课，
还得去一家饭店勤工俭学。

虽然是男孩子， 但在后厨
帮忙的他做起事来，那叫一个仔
细又利落。对王强来说，这样一个
岗位，可是给他解决了一个经济上
的大难题。

王强的父母都走了，现在住
在奶奶家， 之前他是读中职学校
的，班主任让他试试考民政，结果
他很争气，单招上民政了。一开始
他叔叔想让他中职毕业就去流水
线上工作， 并不想让他去民政学
院读书，他承诺说上大学后“肯定
会靠自己”， 叔叔才勉强同意，所
以王强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
机会。 王强说：“我觉得自己学历
还是很不够， 所以我就准备报考
湖南师范的教育管理自考， 然后
最近我也在准备报考教师资格

证， 因为我觉得这个职业很神圣
的，所以我也想成为一名老师。”

现在，王强还有一年就毕业
了，他的追梦路仅仅靠一点勤工
俭学的报酬还远远不够。了解到
王强的实际情况后，湖南省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将福彩慰问金送
到他的手中，希望王强在追梦路
上走得更远。

现在，湖南电视台公共频道
帮女郎携手湖南福彩，重点关注
励志贫困的好少年，如果您身边
有需要帮助的励志贫困好少年，
赶紧拨打我们的帮女郎热线
0731—84802123， 一经审核通
过，就可以获得由湖南福彩提供
的“福彩慰问金”。 ■向福才

本报8月18日讯 “亲爱的
舅舅，你好！你已经很久没有陪
我玩了。因为工作，你每天晚上
要弄到十一二点才做完手术。奶
奶（外婆）每天做家务，为你操碎
了心。 这让远在广州的我很痛
心。我承认你是医生，但你也要
把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在
为病人做手术的时候突然就晕
倒了。希望舅舅早点回家，尽早
戒烟，过上幸福健康的生活。”

今天，省人民医院介入血管
外科的医生谷鹏收到了一份特
别的医师节礼物。11岁的小宇
是谷鹏姐姐的儿子，在广州读小
学。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小
家伙给当医生的舅舅写下了这
封信。稚嫩的笔端下，流露出对
舅舅的关心和挂念。

谷鹏是长沙人，2015年研究
生毕业后来到省人民医院介入
血管外科工作，现在是科室的总
住院医生。总住院医生被戏称为

“总是住在医院的医生”，每周只
有一天晚上可以回家，手术做到
半夜也是家常便饭。

正因为大部分时间呆在医
院，晚上都没有什么空闲，这个
31岁的小伙子，还没有找到女朋
友。“天天在医院里呆着，没有交
际圈子。”谷鹏坦言。

收到小宇的信， 谷鹏表示很
意外。他告诉记者，上次见到这孩
子，还是一个月前。当时小宇刚放
暑假来长沙，因为工作原因，谷鹏
来不及陪小宇玩， 他就赶回广州
参加夏令营了。 没想到舅舅的工
作和生活状况都被小家伙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小宇在信中，有小
小的抱怨，更多的是浓浓的关爱。

“很温暖，也很愧疚。”收到小
外甥的信， 谷鹏表示， 选择当医
生，抢救患者肯定放在第一位的，
家人也都非常理解自己的工作。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瑾容 实习生 严语

“新车这么多问题， 心里不舒
服。”8月17日，娄底市民张先生向三
湘都市报投诉称， 他在娄底市众德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娄底众德4S店)购买了一辆大
众朗逸汽车， 车行驶至3000多公里
时出现胎压报警系统故障， 到4S店
维修多次仍未解决， 同时车辆还有
其他故障。 张先生向4S店提出换车
或补偿路费、误工费，均被拒。

投诉：问题一大堆，就是修不好
张先生介绍，车是在今年1月份

买的， 加上购置税等共花了13万多
元。但令其郁闷的是，新车开了约2
个月行驶至3000多公里时出现了胎
压报警系统故障，即在正常胎压时，
仍然有胎压报警。

“修了4次。”张先生说，每次把
车开到4S店维修后， 没多久就又出
现同样的问题， 大概在三四月份更
换了左后轮的轴承， 现在右后轮又
开始报警了。

“中控屏换了两次，现在还是有
问题。”张先生说，另外，车的仪表显
示盘有时会出现白色条纹。

“补偿2000元费用。” 张先生向
4S店提出换车， 或者补偿因维修产
生的来回路费、误工费，均被拒绝。

回应：未达换车条件，可上门维修
上述4S店客服总监李先生回应

称，按照汽车三包法，张先生的车未
达到换车条件， 在质保期内4S店可
以为张先生免费维修， 但不能提供
路费、误工费补偿。

“中控屏就是DVD的问题。”李
先生说，因左后轮胎压报警问题，张
先生只到店来过3次，且前两次都是
在找原因，不能算维修，第三次更换
左后轮的轴承才算一次维修。

对于张先生所反映的车又出现
右后轮胎压报警故障， 以及中控屏
仍存故障， 李先生表示可以继续免
费检测、维修，并提供上门服务。

律师：如系产品质量可要补偿
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钟文科受访时表示， 是否可以
换车，需要评估车辆整体使用性能。
记者注意到，按照汽车三包法，若张
先生的车只更换了一次轴承、 两次
中控屏的DVD，确未达到换车条件。

对于张先生提出的补偿路费与
误工费问题，钟文科表示，若是产品
质量问题导致了同一故障多次维修
未果， 消费者可以要求补偿路费和
误工费。 ■记者 胡锐

本报8月18日讯 只顾
开门营业赚钱， 却不登记
旅客信息， 长沙市雨花区
一家酒店因置安全责任于
不顾， 屡次发生不落实住
宿登记制度受到处罚。8月
16日，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
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恐怖主义法》规定，对
该酒店处以10万元罚款。

7月29日，雨花公安分
局高桥派出所民警对辖区
某酒店进行检查时， 发现
该酒店存在未按规定登记
住宿旅客信息的情况，当
场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要求酒店立即整改。

8月15日，民警对这家

酒店再次进行检查，发现该
酒店仍有旅客信息未查验
登记，遂根据《反恐法》第八
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法
对该酒店处以10万元罚款，
对酒店负责人严某处以
1000元罚款。

“反恐工作人人有责，
处罚不是目的， 而是为了
增强大家的反恐意识。”长
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反恐怖主义工作关系
到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和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绝不
能视同儿戏， 更不能掉以
轻心。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杰 李思霖

本报8月18日讯“警
察， 有人偷我们公司共享
汽车的汽油！”近日，长沙
一家共享汽车租赁公司的
员工发现了“偷油贼”，每
次使用不到一公里就还
车，用油量却高得惊人。今
日， 长沙芙蓉警方通报了
相关案情。

今年7月起，长沙某共享
汽车公司员工发现， 租车客
户徐先生的数据十分异常。

有多异常？8月8日，徐
先生在某公寓旁用APP租
车后， 将共享汽车开到420
米外的地方，停留一段时间
后又将车开了回来。这一来
回加起来不足一公里，却足
足用了30多升汽油。一小时
后，徐先生又在某建材市场
再次租车，将共享汽车开到
市场另一边，来回不足500

米，耗油24升。
“这太不正常了。”公

司工作人员介绍说。 异常
行为引起了公司的重视，
立即布置重点监控。

8月9日， 徐先生再次
登录租车平台，公司员工立
马报警， 民警第一时间出
警，将正在盗窃汽油的徐先
生当场抓获。

原来，今年开始，徐先
生经济窘迫，有时连给车加
油的钱都拿不出。6月，他想
到了一歪招———“移花接
木”。徐先生供述，自今年6
月至今，他采用同种手段共
盗窃汽油17次，共计450升
左右，价值3000余元。

目前， 徐某已被公安
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蒋新慈

11岁外甥的来信———省人民医院医生谷鹏收到的一份特别的医师节礼物

“每晚手术到深夜，外婆为你操碎心”

新车胎压报警修4次
问题还是没解决
4S店：未达换车或补偿条件，
可上门免费维修

酒店住宿不登记，被开罚单10万元

原来违反“反恐法”！

《反恐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电信、互联网、金融、住
宿、长途客运、机动车租赁等业务经营者、服务提供者，
应当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对身份不明或者拒绝身份查
验的，不得提供服务。

《反恐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电信、互联网、金融业务
经营者、 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或
者对身份不明、拒绝身份查验的客户提供服务的，主管
部门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
以上罚款。

住宿、长途客运、机动车租赁等业务经营者、服务提
供者有前款规定情形的，由主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行驶不足500米，耗油竟达24升
原来他是“偷油贼”！湖南福彩帮扶勤工俭学的大学生追梦 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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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营不履责，可能违反《反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