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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 卢红云在帮
雷怡国擦脸。 受访者 供图

“第一次见到他时，就
觉得他比较黑，跟‘雷’（地
方话）同音。于是给他起个
名字，叫雷怡国。”多年来，
尽管并未放弃为他寻亲，
但卢红云和丈夫已经把雷
怡国视作亲弟弟， 耐心地
教他洗脸、 穿衣等简单的
生活技能。 每次遇到有晚
辈对雷怡国不尊重， 卢红
云和丈夫都会马上制止，
告诉孩子们“雷叔是个可
怜人，无亲无故的，如果我
们不关心他， 他就更可怜
了。雷叔是你们的长辈，需
要你们一起来照顾他。”

26年过去了， 孩子们

已经长大， 卢红云两口子也
慢慢老了， 雷怡国也彻底成
为这个家的一部分。 雷怡国
爱干净，喜欢穿新衣服，尽管
家中并不富有， 卢红云总会
尽力给“弟弟”添新衣。看着
他穿戴喜欢的衣服、头巾，还
自个扎辫子、画眉毛，家里人
并不责怪，“只要他喜欢，开
心就好。”

“他早把我们视为了一
家人。有邻居来我家借东西，
他看到了， 都会固执地追着
要回来。”卢红云笑着说，雷怡
国虽然失智无法正常用语言
表达， 但看得懂大家的动作。
经过家人不厌其烦的“培训”，

学会了买东西，每次拿到零花
钱，都会去村里的小卖部买瓜
子吃，“儿子儿媳打工回来，都
会给他零花钱， 给他买新衣
服。孙子孙女也非常孝顺，‘雷
爷爷’叫得特亲。”

“雷叔人很好， 我们早就
是不可分开的亲人了。”卢红云
的儿子姜明明告诉记者，2013
年冬天，雷怡国意外走失，全家
人四处寻找，直到第二天凌晨
才将他寻回。2019年7月10日
深夜，雷怡国突然捧着肚子在
院子里哇哇乱叫，一家人不分
昼夜在医院轮流照顾，“每次
雷叔生病， 爸妈都是全程陪
护，生怕他被别人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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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三湘阳光助学活动第二批57名拟资助学生
名单，组委会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名单附后）。第
二批57名品学兼优的阳光学子是组委会从众多报名
申请者中经严格筛选确定的， 每人将获得5000元资
助。助学金发放时间为10月初，请受助学生看到公示
后及时与本报联系确认。 其余资助学生名单将在近
日分批公布。 截至9月12日,2020三湘阳光助学活动
已停止接受申请。 三湘阳光助学活动组委会

2020年9月14�日

2020年三湘阳光助学活动第二批拟资助学生名单公示

编号 市县 姓名 性别 高考成绩 录取院校 专业
1 慈利县 秦永千 女 理55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 慈利县 朱林 女 文557 湖南文理学院 英语（师范）
3 麻阳 段梦雪 女 文543 湖南工业大学 本科预科班
4 安化县 刘铁 男 理525 湖南文理学院 应用统计学
5 慈利县 朱翰 男 理464 湘潭理工大学 会计学
6 澧县 廖颖 女 文575 湖南农业大学 工商管理类
7 临澧县 黄静 女 文578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

工商管理类专业
8 衡东县 朱新婕 女 理504 长沙师范学院 工业设计
9 麻阳 张海玉 女 理518 衡阳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10 麻阳 张瑾 女 理479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 临澧县 张自豪 男 理514 湖南城市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2 衡阳市 刘茜 女 文504 湖南工程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3 邵阳市 张振羚 男 理61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

传播学专业
14 临澧县 庞盛玉 男 理549 湖南中医药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15 麻阳 滕远 男 文537 吉首大学 本科预科班
16 麻阳 满苗苗 女 理522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7 麻阳 唐华均 男 理640 同济大学 医学试验班
18 涟源市 曾海博 男 理600 浙江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类
19 涟源市 王鹏雄 男 理576 长沙理工大学 机械类
20 涟源市 谭冰倩 女 文565 南华大学（地方专项） 工商管理类
21 涟源市 李康乐 男 理551 湖南工业大学 计算机类
22 涟源市 谭晶 女 理551 南华大学 药学院药学专业

编号 市县 姓名 性别 高考成绩 录取院校 专业
23 常德市 陆浩斌 男 理510 湖南城市学院 财务管理
24 长沙市 丁浩明 男 理496 湘南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5 麻阳 滕瑾 女 文571 吉首大学 法学
26 益阳市 莫宇杰 男 理523 湖南城市学院 城市管理
27 汝城县 叶志豪 男 理48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网络工程
28 汝城县 叶计骏 男 理512 兰州财经大学 投资学
29 汉寿县 李强 男 文555 湖南文理学院 日语专业
30 溆浦县 周志成 男 理604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31 安化县 刘崇俊 男 理476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32 平江县 胡武龙 男 理528 湖南农业大学 生物工程
33 慈利县 唐一帆 女 理66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经济管理试验班
34 平江县 凌樱枝 女 理566 湖南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5 长沙市 何佳妮 女 理529 湖南工商大学（地方专项） 金融数学
36 桃江县 詹含雨 女 理534 湖南理工学院 金融工程
37 安化县 刘丁伟 男 理484 湖南医药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38 安化县 蒋秀林 女 文410 新余学院 音乐学
39 平江县 李锐 男 理641 西安交通大学 医学试验班
40 临澧县 施树林 男 文579 湖南农业大学 投资学
41 冷水江市 王禺琛 男 理591 长沙理工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42 江华 蒋彩云 女 文585 西北师范大学 新闻学
43 安化县 胡梦妃 女 理620 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4 资兴市 王晨垒 男 理645 华东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 麻阳 滕召霞 女 文598 湖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师范）
46 安化县 戴英秀 女 文589 湖南工商大学 会计学
47 汨罗市 周亦姿 女 文585 湖南工商大学 金融学类
48 花垣县 石碧 女 理568 湖南科技大学 金融工程
49 道县 何璐 女 理601 长沙理工大学（地方专项） 会计学
50 汨罗市 周泽深 女 文566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会计学
51 安化县 周媚娟 女 理601 华南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52 安化县 吴雨婷 女 文614 江南大学 日语
53 安化县 夏婧 女 理571 沈阳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4 安化县 陈佳旺 女 理626 兰州大学 临床医学类
55 安化县 丁旒欣 女 理513 大理大学 儿科学
56 安化县 董芳源 女 文595 湘潭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57 安化县 王丹 女 对口599 湖南师范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师范）

“只要我们有口吃的，就不会让他饿着”
永州善良夫妻照顾聋哑失智流浪汉26年 尽管并未放弃为他寻亲，却已视他为家人

26年前， 永州市双牌县泷
泊镇霞灯村， 卢红云在经过门
前拱桥时， 发现桥下一名流浪
汉冻得瑟瑟发抖。 她把这位陌
生的老弟领回了家， 从此家里
吃饭就多了一副碗筷。 虽然没
有血缘关系， 在夫妇俩无私照
顾下， 这名有着智力障碍的聋
哑人成为了家里人。

9月14日，卢红云接受三湘
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要
我们两口子还有一口吃的，就
不会让他饿着。”

“1994年开春，特别冷。发现他时，
他的手受了伤，蹲在桥下瑟瑟发抖，一
脸惊恐，看着就让人心疼。”今年68岁
的卢红云回忆，在把流浪汉领回家后，
就尽力给他治伤。由于家中也不富裕，
她和丈夫只能上山采草药， 慢慢帮他
治好。

流浪汉是一名聋哑人，原本就无法
正常表达，照顾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
他还是一名智力障碍者。眼看着流浪汉

伤已经养好，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担心
其家里人牵挂担忧，卢红云第一时间想到
帮他寻找亲人。

“我们向村部反映了情况，想通过民
政部门帮他找到亲人。 明白了我们的想
法，他就开始哭，无论如何也不肯跟人走。
我们也不忍心硬把他送走，决定帮他找到
家人前先照顾着。”卢红云说，她和丈夫专
门收拾出一间屋子让他住下，家里吃什么
他就有什么，不会让他饿着肚子。

在桥下“捡”回了陌生的“弟弟”

“我找村支书反映雷怡
国的事，希望帮他解决户口
问题，没想到这事很快就批
了。”卢红云欣喜地说，在村
干部的帮助下，“弟弟”雷怡
国顺利解决了户口问题，还
落实了五保待遇。

对此， 永州市双牌县
泷泊镇霞灯村支部书记陶

能善表示， 考虑到雷怡国的
特殊性，经过多方协调，村里
通过申请把户籍落到了霞灯
村，并申报特困供养人员，以
便解决他的生活困难问题。

雷怡国不愿意去敬老
院，他喜欢这个家，虽然懂得
不多， 他能感受到家人对他
的爱。

26年如一日， 照顾一个
非亲非故的聋哑失智流浪
汉， 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如
今， 雷怡国还一直生活在卢
红云家， 没有人知道他来自
哪里， 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
实年龄，但大家知道，这个家
有了他，便多出了一份温暖。

■记者 杨昱

没有血缘关系，却亲如一家人

不愿去养老院，他喜欢家的温暖和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