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州查获46吨“臭脚盐”
3盐贩被刑拘
外观上与普通盐无异
含“硫化氢”，对身体有害

本报5月11日讯 今日，永州市
公安局冷水滩分局通报称， 成功打
掉一贩卖“臭脚盐”团伙，抓获王某
某、蒋某某、王某3名犯罪嫌疑人，查
获有问题食盐2284件共计46吨，涉
案金额达30余万元。

今年5月初，冷水滩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民警在工作中获得消息称，
冷水滩区三多亭小学旁一仓库内存
放大量可疑食盐。5月9日，通过多方
走访调查后发现该情况属实， 民警
立即将该仓库租赁人王某某、 蒋某
某、王某抓获归案。

经调查， 被民警查获的食盐都
是从外地批发回来的“臭脚盐”，该
盐不符合国家食盐标准，含有有毒、
有害成分亚硝酸盐。 从外观上看，
“臭脚盐”与质量合格的食盐无明显
区别，但“臭脚盐”中有一种叫“硫化
氢”的物质，用手搓揉加热后便挥发
出来，闻起来就像臭脚丫味，因此得
名“臭脚盐”，长时间食用对人身体
有害。

3人2017年以来在永州冷水滩
区、零陵区等地贩卖“臭脚盐”，从中
获利达8万余元。目前，3名犯罪嫌疑
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张浩

本报5月11日讯 今天记者从
长沙警方了解到， 全省部署开展为
期一年的追逃专项行动以来，1月1
日至5月7日四个多月期间， 长沙市
共有362名逃犯落网。

其中， 抓获长沙市各类历年逃
犯287名， 抓获历年湘籍外省逃犯
75名。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龚艺

长沙公安
4个多月追逃3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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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中学的时候他就
给我们这边送报送包裹了，
我现在都31岁了！”“哦，老徐
啊， 他风雨无阻地给我们送
货到家，服务周到！”……在
岳阳县月田镇花苗村， 你若
提起徐永辉， 上至八十岁老
人，下到十几岁小孩，几乎无
人不识他。

岳阳县月田镇花苗村，
地处湖南岳阳、 平江和湖北
通城三县交界处， 山路陡峭
崎岖， 是岳阳县邮政分公司
最为艰苦的山区投递段之
一。2003年徐永辉被招聘进
月田邮政支局， 已经风雨兼
程在这条邮路上坚守了14
年，行邮40多万公里，可绕地
球10圈。14年来，无论是投递
报刊还是收发信件， 他的邮
件送达准确率、 及时率都是
100%。

投递路上危险重重

每天早上7点，徐永辉都
会准时到达月田支局， 将报
刊、信件按压平整，按线路重
新分类捆扎。 然后跟村民们
购买的众多包裹一起， 捆绑
在跟随他多年的那辆旧摩托
车上，开始了一天的行邮。

“今天的信件和包裹有
点多， 可能得天黑了才能够
下山。” 望了眼摩托车后座
上比自己还高的包裹， 徐永
辉赶紧骑车从镇邮局出发往
花苗村驶去。 一路由平整的
柏油路逐渐转向曲折的山
路，之后又变成陡峭的坡路。
遇上急弯， 就只能下车推着
前行。

记者跟随徐永辉一天的
行邮，在六七十度角的爬坡路
上多次熄火、车辆倒退，惊心
动魄。忍不住问：“这么危险
的邮路，你不怕吗？为什么不
换条线，换个地方或者工作？”

徐永辉憨笑着摇摇头：“山里的
村民们有沟通外界的需要，我不
来，他们就看不了报纸收不了信
件包裹。我不来，也得有别的同
事来，我都跑了14年了，这山路
哪里有急弯、有上坡，我都清楚，
我跑比别人跑好……”

14年走成乡亲连心路

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
有一个人一辆摩托车14年来风
雨无阻行驶在山谷的回音。14
年的山村投递路， 被徐永辉走
成了和乡亲们的连心路。

“杨老师，叫你不要站在山
口来等，你在家里等着就好了，
我会给你送到家里的。” 快到
74岁退休教师杨黎波家里时，
徐永辉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山口
的杨老师， 连忙停车从车上取
下报纸迎上去。 杨老师呵呵笑
着：“我正好出来散散步， 估摸
着你快到了……” 每个星期徐
永辉都要为杨老师送3次报纸，
这样的“约定”已坚持了13年。

“老徐，你等下。我那个风湿
止痛的药没了，你明天方便给我
捎点上来吗？” 在山腰给陈大爷
送完报纸正打算离开，陈大爷又
叫住了徐永辉。“好的， 记住了，
明天一定给您带上来。”

大山里，交通不便，物资相
对匮乏， 村民们的日常生活用
品要下山购买，费钱费时。自从
徐永辉来了后， 村民们就常请
他在送邮上山时帮忙购买，而
徐永辉也总是有求必应。 十几
年下来，没少跑路和贴钱。

如今， 他行走的花苗段邮
路被省邮政公司命名为“徐永
辉邮路”。去年，岳阳县邮政分
公司也考虑到徐永辉年纪大
了， 有意将他调整到相对轻松
的岗位上，却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说，我会一直干下去，直到干
不动……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彭晓谭 实习生 娄娜

坚守14年，走出40万公里“邮路”
走近邮政劳模徐永辉，记者体验他一天的行邮

5月9日，岳阳县月田镇花苗村，月田邮政支局投递员徐永辉行驶在投递邮件的路上。 傅聪 摄

坐 满 游 客 的 观 光 船
上， 突然一个歹徒持刀一
顿乱砍。危急关头，一对新
婚游客挺身而出， 与歹徒
展开生死搏斗。 新娘为了
保护同船素昧平生的 3名
儿童，身中数刀，被誉为最
美新娘。

这个勇敢的新娘叫温琦
华， 衡阳耒阳人。“当时心中
就一个念头， 拼死也要保护
孩子。”

去年3月25日，温琦华与
新婚丈夫匡兵前往海南三亚
市西岛景区度蜜月假。 当天
下午，他们乘该景区“观海游
19号”观光船出船观光。一个
突如其来的遭遇， 给他们的
蜜月之旅蒙上阴影。

当“观海游19号”返航距
码头200米海域时，突然船尾
传来一阵呼救声。 船上的游
客还未反应过来， 一个中年
男子已将一名小孩扔到海
里，随即跳到船身中部，用脚

猛烈踩踏观光玻璃船板，企
图破坏船。

在破坏船体无果后，歹
徒随即拔出一把长约20厘米
的利刃一阵挥舞，并向3个儿
童砍去。 与儿童相邻的温琦
华挺身挡住歹徒，奋勇护住3
个儿童。歹徒便砍向温琦华，
温琦华奋不顾身扑向歹徒，
被歹徒连刺几刀， 并被打倒
在甲板上。 但她马上顽强地
爬起来，拼命保护3个被吓坏
了的儿童。

几乎同时， 温琦华的丈
夫匡兵及其他乘客冲向前与
歹徒搏斗， 阻止他伤害温琦
华与儿童， 最终协力将歹徒
制服。 温琦华和匡兵都因身
中数刀，伤势严重，被紧急送
往当地医院， 经医务人员奋
力抢救，双双脱离生命危险，
但温琦华被鉴定为肢体伤残
四级。

温琦华见义勇为的事迹
感动了很多人， 受到了各级
政府的表彰。 三亚市政府作
出决定，授予温琦华“见义勇
为”荣誉称号，耒阳市委政法
委表彰温琦华为“见义勇为
先进个人”。

■记者 张浩

最美新娘温琦华身中数刀救下3名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