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长英妆后照。 受访者 供图

“我给妈妈化个妆” 亲情体验活动启
动后，许多已为人母的读者着手为自己的
妈妈化妆，并给本报发来了很多妈妈变美
的时刻。

10月15日下午，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
收到的投稿视频中，见到了为退休妈妈何
长英化妆的白领彭琴。视频里，彭琴笑起来
和妈妈一样， 都会露出几颗大白牙和月牙
般弯弯的眉眼。随着化妆步骤的进行，母女
俩相似的灿烂笑容，让人不禁觉得她们“变
成”了姐妹（扫报眉二维码看
相关视频）。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妈妈眼角的皱纹
“我给妈妈化个妆”活动进入投票评选，请为他们和妈妈点赞

10月13日，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龙山县人民政府下发批
复， 对龙山县社会福利院重大火
灾隐患单位进行摘牌销案。

2019年9月10日， 龙山县消
防救援大队在对龙山县社会福利
院日常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该
单位存在： 未按规定设置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 未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
消防水龙头等问题， 大队依法下
达了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
将龙山县社会福利院列为重大火
灾隐患单位并提请龙山县人民政

府挂牌督办。
因龙山县社会福利院年代久

远，基础设施薄弱，原地整改困难
较大，原计划2020年3月，整体搬
迁至新修建的养老服务中心内，
由于疫情影响， 耽误了隐患整改
进度， 因此延期至2020年9月整
体搬迁。整改期间，大队监督检查
人员上门督促落实隐患整改及提
供技术支持。目前，经大队复查，
龙山县社会福利院已全部撤离原
社会福利院， 搬迁至新修的养老
服务中心， 原重大火灾隐患已消
除。 ■通讯员 田媚

彭琴是家里的独生
女，2014年结婚后身份
有了多重转变。 从女儿
变成了妻子， 后来又升
级成为了妈妈， 她深切
地感受到了把自己养育
成人的妈妈有多不容
易。 看到本次活动发起
后，恰逢重阳临近，彭琴
就想送给妈妈何长英一
份特别的礼物———为妈
妈化一个全妆， 母女俩
一同享受亲情时刻。

“我平时上班都会
化一点淡妆， 但是给妈
妈化妆是第一次， 还是

有点紧张。”彭琴向三湘
都市报记者介绍道，“妈
妈从岗位上退休已经几
年了，这也是她人生中第
一次正儿八经地化妆。”

何长英挑选了自己
喜欢的口红色号,还不
忘给彭琴提建议 ，“眉
毛要画弯一点，自然一
点。口红颜色还可以红
一点……” 二十来分钟
后化妆完毕， 何长英打
量着镜子里变美的自
己，露出满意的笑容，要
彭琴为她多拍几张美美
的照片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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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自费购买30把爱
心伞公交车司机肖壬根收到了三
湘都市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为其颁发的“天天正能量特别
奖”证书及5000元奖金。

为了扩大爱心传递范围，10
月16日上午， 三湘都市报联合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发起“一
把伞温暖一座城”活动，计划在长
沙多条客流密集的公交线路上共
投入定制爱心伞1000把。

奖金将用于打造
更多“爱心车厢”

15日下午，接过“天天正能量
特别奖”证书后，肖壬根拿在手里
看了又看，“这份证书代表了大家
对我和龙骧巴士的认可， 也体现
了社会各方对公益事业的支持。”
去年3月，肖壬根萌生了打造“爱
心车厢”的想法，一年半来他一个
人坚持做着这件事。如今，三湘都
市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加
入赠伞行动，他觉得备受鼓舞。

肖壬根的公交车上张贴了不
少正能量标语， 车里还有应急药
品、供晕车乘客使用的塑料袋、暖
心留言板、 共享雨伞、 绿植鲜花
等。 这些都是他一件一件装饰起
来的，“其实也没花太多钱， 但车
辆整体就变得温馨了。”

肖壬根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一直以来，他都想要扩大“爱
心车厢”的队伍，让更多的公交车
上都配有药品箱和雨伞， 受限于
资金问题， 这个计划一直都没能
实现。“现在好了， 我打算用奖金
购买一些雨伞、 药品和车厢装饰
物，再改造几辆2路车。”

拟投放1000把爱心伞
征集设计方案

肖壬根的善举经三湘都市
报报道后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 为了扩大爱心传递范围，三
湘都市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发起“一把伞温暖一座城”
活动， 计划定制1000把爱心伞，
投放于长沙城区多条客流密集
的公交线路上。

对此， 湖南龙骧巴士有限责
任公司办公室主任熊首军表示感
谢与支持。“在公交车上配置爱心
雨伞是服务市民旅客， 体现大美
长沙的善举，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传递爱心善意。”

三湘都市报联合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发起的“一把伞温暖一
座城”活动目前已经正式启动，千
把定制雨伞预计将在一个月的时
间内投放到位。 如果您对这批爱
心雨伞有好的设计创意， 不妨拨
打本报热线 0731-84326110联
系我们。 ■记者 周可

《公交司机自费购买30把雨伞方便乘客》后续

爱心接力！千把雨伞将投放长沙公交
本报联合天天正能量发起“一把伞温暖一座城”行动，并征集爱心伞设计方案

10月16日，湘潭雨湖消防救
援大队对辖区进行消防安全检
查， 依法查封一家安全出口数量
不足的饭店。

为确保双节过后火灾隐患不
反弹， 雨湖消防救援大队持续对
辖区小商场、宾馆、饭店、宴会厅
等单位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位
于湘潭市楚怡综合商场内的楚怡
湘菜酒店， 建筑面积千余平方米，
但只有一个安全出口，且不具备安
全疏散条件，严重威胁公共安全。针
对存在的隐患，大队消防监督人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
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该饭
店予以临时查封，同时，消防监督人
员耐心地与饭店负责人讲解查封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指出存在隐
患的严重后果，提醒负责人要高度
重视消防安全， 立即采取措施，按
照要求进行整改。

饭店负责人表示， 理解消防
大队监督人员的查封措施， 将按
消防和国家相关规范要求积极配
合整改火灾隐患， 尽快消除火灾
隐患。 ■通讯员 朱亚军 张平辉

湘西一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成功摘牌销案

饭店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消防依法查封

母女俩一同享受亲情时刻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妈妈的皱纹

▲10月15日，肖壬根收到了三湘都市报联合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为其颁发的“天天正能量特别奖”证书。

记者 周可 摄

▲

肖壬根自购的
爱心雨伞。

“平时的妈妈会涂
一点口红， 还会和几个
姐妹逛街买买衣服。这
一次为妈妈化妆， 我第
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妈妈
脸颊的老年斑， 眼角的
皱纹。”通过这次为妈妈
化妆， 母女俩也更亲昵
了。 彭琴深刻地感受到
自己对妈妈的关心太
少，说到这里，她的语气
变得哽咽，“妈妈看到变
美的自己， 要我多给她
买几支适合她的口红。
以后我会更多地关心妈
妈， 多带孩子回家看

她。”
目前， 由三湘都市

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 长沙市雨花区孝
为先社工服务中心发起
的“我给妈妈化个妆”亲
情体验活动投稿已经截
止， 活动进入投票评选
阶段。 每位视频投稿读
者将会在朋友圈公布视
频并邀请好友点赞，点
赞截止时间为10月18日
24时。 主办方将根据收
获的点赞数评选出获奖
者。 ■记者 叶竹

实习生 陈力

消防隐患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