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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岁老教师捐百万资助贫困医学生
湖南中医药大学离休教师唐木林：教育做好了，国家才有未来，今后每年还将捐赠20万
离休25年，84岁的唐木林做
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一次性捐资
100万元， 在湖南中医药大学设
立励志奖学金， 每年奖励20名品
学兼优的贫困学子。10月8日，在
湖南中医药大学举行的“傅敏铨·
唐木林”励志奖学金成立仪式上，
谈起自己的初衷， 这位耄耋老人
如是说：“教育做好了， 国家才有
未来。捐100万元只是一个起点，
今后我每年都会为这个奖学金捐
赠20万元，甚至在我百年之后，我
的子女也将延续下去， 让这份爱
永不枯竭。”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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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首批快递包装
回收箱“上岗”
10月9日， 长沙市芙蓉区百世
快递高岭小区网点， 市民将刚拆封
的快递包装盒放入回收箱内。 当天，
湖南首批快递包装回收箱陆续“上
岗”， 省邮政管理局联合省快递行业
协会向邮政、快递企业集中发放回收
箱1000个，推进邮件、快件包装分类
回收、循环利用。
记者 辜鹏博 摄影报道

通讯员 张觅

捐资百万

点亮更多贫困生的梦想

虽然已是一名年过八旬的
老人， 但唐木林的穿着打扮十
分精致得体，精神矍铄，回忆起
往事也滔滔不绝。1935年出生
的唐木林，13岁就参军。她的丈
夫傅敏铨也曾是一名军人。
1978年，夫妻俩一同来到湖南
中医药大学从事教育工作。
1979年， 新一批大学生入校，
唐木 林被 任 命为 1979 级 新 生
的年级办公室主任， 从入学到
毕业， 唐木林伴随这一届学生
成长达5年之久。
今年国庆节前夕，1979级
校友举行相逢40周年活动，唐
木林受邀出席。“看到久未谋面
的学生，我特别激动。尤其是他
们在各自领域都颇有建树，取
得了很好的成绩， 这是身为老
师最大的荣耀！”尽管已经离校
多年，但回到熟悉的地方，看到
学生的面孔， 唐木林也仿佛回
到了那个“激情的岁月”。这一
届8个班246名学生，她甚至每
个人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8个
班学 生 的 花 名 册 还 被 她 珍 藏

回馈社会

着，手机里也保存着8个班学生
的毕业照。
有一名学生的成长经历让
唐木林记忆犹新。“他家庭条件
不好，对学中医没兴趣，只喜欢
看文学书， 在班上出了名的调
皮， 甚至在大三的时候还喊着
要退学。”但唐木林却不断鼓励
他要好好学习， 珍惜来之不易
的读大学的机会， 才有可能改
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才有机
会选择自己更喜欢的专业。正
是在老师的鼓励下， 这名学生
最终顺利完成学业， 如今已成
为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 在唐
木林看来， 对于那些贫困学子
来说， 在一些关键时候有人拉
一把、帮一把、鼓励一下，也许
人生就会大不一样。 也正是抱
着这样的想法， 她决定从个人
积蓄里拿出100万设立奖学金，
专门资助那些贫困生， 每人每
年1万元。“希望受助的学生能
努力拼搏， 将来也像师兄师姐
一样，成为对祖国、对社会有用
的人。”

义举不止于物质和金钱

仪式刚结束， 唐木林就将
100万元奖学金转入学校基金
会账户。 这笔钱对个人来说并
不是小数目， 但唐木林却表示
这是身为一名老党员应该做的
事。她告诉记者，自己的生活比
较简朴， 每月的退休金足够生
活。而离休这25年来，她和老伴
也一直在教育战线上发挥着余
热。从1994年离休创办第一所
幼儿园，到今年她已经办了4所
幼儿园。“在创业的过程中，我
们也为学前教育事业做了一些
有益的事， 这次从创业收入里
拿出100万也是向大家表达我
们回馈社会的一份心意。”
在校友活动现场，79级校
友代表、 湖南中医药大学党委
书记秦裕辉受上级党委的委
托， 向唐木林老师颁发和佩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纪念章，而唐木林的获奖
感言就是要立马设立奖学金，大
家对老师的义举报以雷鸣般的
掌声。秦裕辉也被唐老师的无私
奉献深深感动：“老师为我们做
出了很好的示范。今后，校友及
社会爱心人士自愿捐赠，将一并
注入此基金。” 他同时表示，将
探索建立校友奖学金的长效机
制，并在全校开展感恩教育。
该校校长戴爱国表示，作
为学校的一名离休教师， 唐木
林用爱心回报社会， 勉励家庭
困难的学生珍视学习的机会，
带给下一代无比的厚爱与期
待。“这笔奖学金是学校建校以
来收到个人最大的一笔捐赠，
这样的义举远不止于物质和金
钱， 奖学金将全部用来帮扶家
庭贫困的优秀学生， 以支持学
校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非法拘禁”信息急坏父母
竟是女儿自导自演的闹剧
两地警方联动营救，女子扰乱公共秩序挨罚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26岁
的女儿小洁（化名）在长沙出车
祸借网贷还债， 后被网贷公司
非法拘禁， 网贷公司人员还用
女儿微信发来威胁信息， 在广
东东莞打工的赵先生夫妇心急
如焚。长沙、株洲两地警方联动
展开营救， 却发现一切只是小
洁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她也因
扰乱公共秩序被警方行政处
罚。
10月9日，株洲天元警方通
报了相关案情。

女儿手机发来“催债短信”
赵先生夫妇在广东东莞打
工， 而26岁的女儿小洁只身一
人在长沙上班。
10月3日晚10时许，赵先生
突然收到女儿小洁发来的一条
微信消息，称“我现在需要3万
块钱， 不然我就是死路一条”。
在与女儿的沟通中， 小洁表示
自己前不久出交通事故撞伤了
人， 对方 10 多个人围着她，逼
她想办法筹钱赔偿， 她只能借
网贷。但是现在网贷还不上，网
贷公司的人找上了门。
正当夫妇俩担心时， 没过
多久赵先生又接到女儿小洁手
机发来的消息，“对方自称是网
贷公司催债人员， 说我女儿在
他们手上， 只要还钱就不会伤
害她， 并嘱托我不要报案。”犹
豫再三， 爱女心切的赵先生还
是选择了向长沙警方求助。

警方连夜排查找到
“
受害人”
警方调查期间， 赵先生又
接到“催款人员”用女儿微信发
来的信息，“跟你好好说， 你要
去报警， 如果报警借的钱就不
用还的话，那人人都去借了”。
此时， 长沙警方通过技术

手段， 锁定小洁正在株洲市天
元区范围内。4日凌晨3时许，长
沙警方将相关警情推送至株洲
天元警方。鉴于警情重大，天元
公安分局嵩山路派出所连夜组
织3组民警，对辖区酒店、旅馆
逐一进行排查。
早上7时，民警在天元区韶
山路某宾馆找到了“受害人”小
洁。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遭遇
“非法拘禁”的小洁正与其男友
杨某在酒店休息， 现场并未发
现涉嫌“非法拘禁”的犯罪嫌疑
人的任何踪迹。随后，民警将小
洁与其男友带回派出所接受调
查。

“非法拘禁”原是一场闹剧
“当事人并没有被人‘非法
拘禁’，就是她本人自导自演的
一场闹剧， 连她男朋友都不知
道这个事。”办案民警何润泽告
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原来，在2018年1月，小洁
在长沙确实出了一起交通意
外，急需用钱，于是找朋友苏某
借了钱。随后，朋友苏某也急需
用钱，催其归还借款，她就将男
朋友的小汽车抵押归还了该笔
借款。
再后来， 小洁想赎回抵押
的男朋友的小汽车，向家人要钱
无果的情况下，想出了这么一个
歪招：谎称自己被网贷平台人员
非法拘禁，冒充网贷平台人员发
信息给自己父母，索要3万元“欠
款”， 甚至拿自己的生命安危作
为威胁的筹码。小洁的父亲赵先
生报警后，长沙、株洲两地公安
调集大量警力侦破，严重浪费警
力资源，影响恶劣。
目前， 小洁因扰乱公共秩
序已被警方依法行政处罚。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田虹

消防隐患曝光

衡南县挂牌督办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10月9日， 衡阳市衡南消防救
援大队对一家重大火灾隐患单
位——
—衡阳市旭辉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曝光，督促其进行整改，早日
摘牌销案。
大队消防监督员在对该公司进
行检查时， 发现公司厂房未按规定
设置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未按
规定设置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未按
规定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厂房装
卸区电器线路的敷设不符合规定。
根据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规
定， 存在的火灾隐患已构成重大火
灾隐患，如不及时消除，一旦发生火
灾事故， 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和巨大财产损失。
经大队集体议案研究， 综合判
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并报请衡
南县人民政府予以挂牌督办。
大队将依法依规督促单位负责
人落实整改方案和措施，帮扶指导其
迅速整改火灾隐患。 ■通讯员 陈林

株洲两家加油站
存火患被挂牌督办
近日，株洲醴陵市花山加油站、
中图顺达加油站因存在重大火灾隐
患被当地政府挂牌督办。
醴陵消防救援大队监督检查人
员对醴陵花山加油站、 中图顺达加
油站进行检查时，发现储存、经营易
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有居住场所设
置在同一建筑物内，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根据《重大
火灾隐患判定方法》判定规则，已达
到重大火灾隐患立案标准。
经大队集体议案研究，决定将醴
陵市花山加油站、中图顺达加油站列
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为切实引起单
位重视，大队提请醴陵市人民政府对
以上两家单位实施挂牌督办，督促整
改消除火灾隐患。
■通讯员 周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