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怀化市芷江消防大
队联合辖区派出所深入辖区沿
街小商铺开展冬季消防安全专
项检查。检查中，检查人员实地
检查了各单位消防设施器材是
否配备齐全并正常使用、 电器
线路是否铺设混乱、 装修是否
使用阻燃材料、是否存在“下店
上宅”、“前店后宅”等违规住人
等情况。

检查发现， 部分商铺存在
未按照要求配置消防设施，灭
火器过期，私拉乱接电气线路，

设置建筑夹层并住人等情况。检
查人员当即对存在火灾隐患的商
铺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要求店主按要求添置或更换消防
器材，完成电气线路穿管保护，以
防短路发生火灾。同时，检查人员
还向店主发放火灾警示宣传单，
反复叮嘱各场所安全责任人必须
高度重视当前消防安全管理工
作， 加强对消防器材及设施的管
理， 切实提高场所整体防范火灾
能力，确保消防安全。

■通讯员 詹加福 刘佳华

怀化芷江：检查沿街商铺消防安全隐患颁奖词

正能量在怀，好人变超人

本报11月22日讯 “我只
是做了一件小事， 希望大家别
太关注我。”11月22日下午，还
在工地上忙碌的王育永接受三
湘都市报记者采访并回应社会
关注。

“正能量在怀， 好人变超
人， 一份奖励， 万分敬意！”当
天，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
三湘都市报授予王育永“天天
正能量特别奖”,并将为他颁发
5000元正能量奖金。

王育永为什么被关注并赢
得奖励？几天前，他只身下井爬
行400多米救出6岁坠井男童小
磊，其事迹经媒体报道后（详见
11月22日三湘都市报A06版)，
引发强烈反响。

“做了一件小事，不值得如
此关注”

11月22日， 和往常一样，
31岁的娄底双峰青年王育永在
工地上忙着开挖机，从早到晚，
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好多外地人都打来电话，
挂了又响，因为在工作，要注意
安全，我根本不敢接，对不起！”
对此，王育永感到很意外，认为
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小事， 不值
得大家如此关注。

“听说有小孩掉到井里了，
当时情况紧急， 根本没有多想
就下井救人了。”他向三湘都市
报记者再次回忆当时一幕。11
月14日下午， 王育永刚在工地
干完活，回家路上，见有很多人
围观， 便停车下来一探究竟。
“我听到有人哭，以为是有人被
打了。我在这里做事很久了，熟
人多， 就下来看看什么事。”他
说， 下车后有个年老妇人一直
在哭，望着他，却说不出话，周
围人告知，有孩子掉井里去了。

情况紧急！ 王育永立即把
手机和钥匙丢在旁边， 便下井
救人。经过三十多分钟的救援，
王育永终于在消防人员的援助
下将孩子救出井底。

“家属硬要拦着我，就给了
他号码”

“孩子被救上来后，我整个
人也蒙圈了，口干舌燥，身上脏

兮兮的，只想回去洗个热水澡。”
王育永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说，上
井之后， 他便径直走向汽车，想
开车回家洗澡。“当时，应该是被
救小孩的一个家属硬要拦着我，
问我电话，还用手机拍了我的车
牌。我本来不想给的，他不放行，
我犟不过他，就给了他号码。”王
育永回忆说。

全身湿透，四肢乏力，王育
永回到家胸闷恶心了一个多小
时才平复。王育永回忆起救人场
景说：“污水井内除了缺氧外，其
实最大的威胁是有毒有害气体。
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但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是我应该做的。”

王育永奋不顾身下井救人的
事迹很快传开了， 市民和网友纷
纷为这位双峰好青年点赞。 现场
目击者李先生说：“小伙子不简
单，下水道又深又臭，还说不定有
毒气，他毫不在乎，冒着生命危险
救上小孩， 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
值得在社会上大力宣传！” 网友
“KaKaKa”评论称，“平民英雄！值
得我们尊敬！ 好人一生平安！”网
友“荷包蛋”说，“点赞！热心人真
的还是很多的啊！”网友“半夜孤
风” 则感叹，“希望社会上多出现
一些这样善良的人！”

获授“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及奖金

11月22日，经三湘都市报推
荐，王育永荣获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联合三湘都市报授予的“天
天正能量特别奖”, 并将获得
5000元正能量奖金。

据了解，“天天正能量”是阿
里巴巴集团联合三湘都市报在
内的100多家主流媒体共同打造
的大型公益开放平台，以“传播
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为宗旨，面
向全社会寻找、 奖励凡人善举。
目前，“天天正能量”已奖励6800
多名正能量人物， 投入公益金
5800多万元。

得知自己获奖，王育永再次
表示“只是做了一件小事”“很意
外”，并连声说“感谢”。

另据记者了解，被救孩子小
磊的父母已写好感谢信，并制作
了锦旗，计划孩子出院之后全家
登门向王育永致谢。

■记者 张洋银

勇救坠井男童，他获“天天正能量”奖励
正能量在怀，好人变超人，双峰好青年王育永：“做了件小事，希望大家别太关注我”

A08 城事 2019年11月23日 星期六
编辑/戴岸松 图编/言琼 美编/聂平辉 校对/苏亮

扫
码
看
双
峰
好

青
年
救
人
视
频

本报11月22日讯 12岁的
他虽然离世了， 但他的生命正以
别样的方式重新绽放 。11月16
日，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男孩
英英（化名）因摔伤不幸去世，他
的家人做了一个很痛苦同时又很
伟大的决定， 将孩子的器官捐献
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给更多家庭
带去生的希望。

不幸的事情发生在2019年
11月15日，英英在楼顶晒东西时
不慎摔落，头部着地。白先军发现
孩子摔伤后， 赶紧将他送往当地
白芒营镇中心卫生院进行抢救，
后来又转到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
医院进一步治疗。

11月15日下午，英英接受了

手术，并送入ICU，但因为脑部出
血不止，病情危重。医生们全力救
治， 还是没能将英英的生命从死
亡线上拉回来。经各项判定，医生
确认英英脑死亡。

62岁的白先军头发已经灰
白，50岁才有了英英这个孩子，现
在突然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不
幸，他心中特别悲痛。

得知人体器官捐献能救人
后，这位父亲决定，捐献英英的器
官救人， 这样也是延续孩子的生
命。“我们担心他没有了解清楚器
官捐献， 特意到了他们村里。”湖
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工作
人员和江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一
起到了白先军家， 他的家属都同

意了这个决定。
11月16日14点40分，在江华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医
护人员在手术室内向英英的遗体
默哀致敬，并对器官进行获取，小
天使的生命被永远定格。 他捐献
了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一个眼角
膜。据了解，英英的器官已成功用
于移植， 现已让三个家庭重获新
生，一个患者重见光明。

“英英的家人用器官捐献的
方式， 让孩子短短12年的生命更
有意义。”江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黎永珍坦言， 虽然白先军只是一
位识字不多的农民， 但他善良大
义，让人尊敬。

■记者 李琪

6米深的污水井，漆
黑、恶臭，像死神张着血
盆大口。 他只身下去，不
计后果，不问归途。在齐
膝冰冷的污水里，摸黑爬
行400多米。 每一寸的挪
动， 都在和死神擦肩赛
跑， 为6岁被困的孩子争
分夺秒。抱着孩子爬出井

口的那一刻， 他赢了。赤
手空拳， 以身涉险； 未着
盔甲，自带光芒。

若无满腔善意，谁会主
动到鬼门关里走一遭；若无
肩扛侠义，谁会拿自身性命
护佑他人弱小。

正能量在怀，好人变超
人，一份奖励，万分敬意！

12岁男孩捐献器官,三个家庭重获新生

消防隐患曝光

网吧作为人员流动性较大的
公共聚集场所， 其诱发火灾的因
素较多。 为进一步净化网吧消防
安全环境， 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
大火灾事故的发生，11月13日，株
洲市荷塘区消防大队监督员深入
辖区网吧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检查过程中， 大队监督员
重点对网吧内部消防基础设施
配备情况、疏散通道指示标志使
用情况、场所内安全通道出口是
否畅通，消防器材是否正常等方
面进行了重点检查。从检查的情

况来看， 大多数网吧的消防安全
状况较好， 但也发现辖区艾欧尼
亚网咖网络会所存在灭火器过期
的隐患， 大队监督员立即向网吧
业主提出了整改意见， 依法下发
了法律文书要求整改， 责令其在
规定期限内予以整改。

通过此次检查， 消除了一批
火灾隐患， 同时也为各网吧管理
人员敲响了安全警钟， 采取切实
有效的措施加强场所消防安全管
理，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通讯员 周舟

网吧存隐患 株洲消防责令整改

常德市汉寿县五里桥大市
场位于汉寿县城关沧浪街道龙
阳南路， 市场主体为8栋三层楼
群，其中一层、二层为商业门面，
三层为住宅，是典型的“三合一”
场所，存在多种消防安全隐患。

因多种原因，五里桥大市场消
防安全隐患整治久拖未决，经营业
主违规扩建堵塞消防通道、采用大
量易燃可燃材料装修司空见惯，市
场消防车通道被社会车辆堵塞现
象屡见不鲜， 电气线路私拉乱接、
市场经营门店使用液化气做饭已
习以为常，多数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存在故障基本成了摆设……

今年8月20日，汉寿县政府组
织多部门联合执法， 合力整治该
市场火灾隐患。 汉寿县消防部门
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对市
场业主上门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教
育。 交警部门在市场及周边划设
停车位， 解决了车辆占用消防通
道的问题。11月10日起，联合执法
人员对市场内所有违法建筑进行
强制拆除， 责令物业对所有电器
线路进行全面清理整改。

目前，隐患破拆已经全部完
成， 规范整改正在有序进行中。

■通讯员 王颂扬

汉寿合力整治五里桥
大市场火灾隐患

11月22日，本报A06版报道了王育永救坠井男童的事
迹。阿里“天天正能量”为他颁发特别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