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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上学路，他在背后默默守护
5年，这位“爱管闲事”的老人组建了志愿服务队，还促成了一座人行天桥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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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桂阳县消防救援大
队依法对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流峰镇中心卫生院处以罚款
人民币1万元的处罚。

桂阳县消防救援大队消
防监督人员在检查中发现，
流峰镇中心卫生院存在住院
楼、门诊楼外窗被封堵（设置
防盗网且未开逃生窗）；住院
楼、门诊楼安全出口不足；住
院楼、 门诊楼疏散通道未设
置封闭楼梯间；住院楼、门诊

楼未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室外消火栓设置不符合标准
等火灾隐患， 违反了相关法
律规定。

执法人员对该单位下发
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要求其
按时整改到位，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六十
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给
予流峰镇中心卫生院罚款人
民币壹万元整的处罚。

■通讯员 林思

本报12月23日讯 今日下
午， 来自长沙市雨花区天际岭社
区的10余位辣妈聚在一起， 为留
守儿童编织围巾、帽子等，辣妈们
希望通过该活动让自己重拾编织
手艺， 让自己孩子也感受“妈妈
牌”温暖。

辣妈“织女团”
边学针法边赶织

下午2点，10余名辣妈如约赶
到天际岭社区活动中心， 认领毛
线后，大家开始行动起来。

“怎么起针？ 留多少考虑收
针……刘姐， 到时候上你家请教
啊！”37岁的吴芳芳虚心地向现场
的编织达人请教，她说，自己还是
在学生时代学习过编织， 但也仅
停留在平针手艺上。

吴芳芳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大宝9岁，二宝6岁，为了负责两个
孩子的起居， 她辞去工作安心在
家做起了全职辣妈。“得知三湘都
市报有这个‘针心针意’的活动，
第一时间就报名了。 希望用双手
给留守儿童送去寒冬里的一丝温
暖。”吴芳芳说，参加“针心针意”
大型暖冬活动，不仅做了公益，也
让她重拾了编织手艺， 以后可以
尝试给自家孩子编织手套、围巾。

32岁的李慧也是名全职辣
妈，此前每年都会给孩子编织一件
毛衣， 但因只会简单的平针手艺，
编织的毛衣不好看， 孩子们不喜
欢，慢慢放弃了。李慧说，这两天和
大家一起现场学、回家跟着视频一
点一点地学，手艺越来越好了，“我
们小时候都是穿妈妈打的温暖牌
毛衣长大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能
感受到，尽管不怎么好看，我们就
是要在温暖中寻找美学。”

热心奶奶
现场报名要求参加

今年54岁的汤晓妹在经过社
区活动室时， 被活动室里的热闹
声所吸引，当问及活动内容后，她
当场提出报名参加，并拿来毛线、
钩针编织起来。

汤晓妹说，平时在家，她不打
麻将，不看电视，就是喜欢织毛衣，
她孙子、老伴身上穿的毛衣毛裤，都
是她亲手织的，“我们家人都觉得我
织得好，我也愿意变着花样织。”

汤晓妹和在场的辣妈“织女
们”交流编织的各式花样、织法，
其乐融融，“没想到‘80后’当中还
有这么能干的媳妇， 还愿意干这
个活。”

据介绍，大家编织的围巾、手
套、帽子等，都将在本周内陆续回
收， 这些凝聚了社会各界爱心的
暖心礼物，将于下周启程，送到有
需要的孩子们手中。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何日峰

5年多来， 每天守护孩子
安全上学； 奔走呼吁数月，最
终促成跨梅溪湖路人行天桥
落地；牵头组建志愿队，让社
区志愿服务常态化、 系统化
……这是四川广安人何星辉
来长沙后所做的些“闲事”。12
月23日，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
了这位自认为“爱管闲事”的
热心老人。

【热心】 因“爱管闲事”
开启志愿护学路

12月23日上午7时许，长
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路一带的
交通开始繁忙起来。67岁的何
星辉也早早地出了门，在与其
他三个同伴简单分工后，各自
奔向自己负责的道路区域，开
启了当天的护学工作。

“危险，不能从那里走，这
里有人行天桥。” 看见一个约
十岁的男孩试图从车流中横
穿马路， 何星辉赶紧上前阻
止， 边跑边扯着嗓子呼喊着。
小男孩见状连忙从马路退回，
绕道天桥过马路。

“带着孙子违反交通规
则 ， 您儿女一定会有意见
的。”不久一位老人领着孙子
朝道路中间的绿化带走去，打
算穿过绿化带到对面马路，何
星辉连忙招手制止，上前拉着
老人的手耐心地讲起道理。一
开始老人一脸不情愿，听完何
星辉的“说教”后连连点头，牵
着孙子的手走向人行天桥。

“就这样每天来提醒大家
安全出行。”何星辉是四川广安
人， 之前是当地的一名中学老
师，2015年退休后随老婆一起
来长沙带孙子。 在散步和接送
孩子上学时，他看到梅溪湖路、
近湖一路路口经常有人和车抢
道的现象，很危险，便开启了他
的义务护学路， 至今已5年了。
“我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但觉得
这样做蛮有意义的。”

【呼吁】 促成跨梅溪湖路
人行天桥落地

“现在有了人行天桥，大
家过马路安全多了。” 何星辉

指着位于梅溪湖路、近湖一路
路口的人行天桥向记者介绍，
2017年，随着梅溪湖一带的快
速发展，车流、人流量日益增
大，“时常发生一些小刮小擦
的事故。”为了让学生、家长们
过马路更安全，他萌生了在此
处建一座人行天桥的想法。

有了此想法后， 何星辉
便迅速行动起来。 他通过翻
书籍、上网查、咨询专业人士
的方式， 了解到建人行天桥
先要获取高峰期的车流、人
流量数据，他便拿着纸、笔、
计时器在路口统计。 为了增
加说服力， 何星辉还呼吁其
他居民联合向职能部门写信
件， 并找到当地两所中小学
求助。“我们一共写了30多封
建议信，学校也很支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 约1年
后的2018年5月，在梅溪湖路、
近湖一路路口，一座崭新的人
行天桥正式启用。

【奉献】 组建队伍， 将社
区志愿服务常态化

何星辉说，他护学后会经
常收到家长的礼物， 如蔬菜、
感冒药，下雨时还有人为他送
来雨伞，“礼物虽然很普通，但
让我觉得自己的行动得到了
认可，令我很感动。”

何星辉告诉记者， 最初
的护学行动只有他和同小区
的李和两人。从2017年起，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当年，
何星辉牵头组建了一支数十
人的志愿服务队，“设置了队
长、副队长、秘书长等岗位”，
将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常态
化、系统化，服务内容不仅是
每天的护学， 还包括环保巡
查、卫生巡查、公共秩序的维
护等。

“疫情期间，志愿团队贡
献了重要力量。”长沙市岳麓
区梅溪湖街道金茂社区党总
支委员苏芳介绍道。今年，何
星辉被长沙市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评为“最美志愿
者”，其社区也获得了“最美
志愿服务社区”称号。

■记者 胡锐

常德鼎城区茄子冲村于
2016年由原港二口镇马家堰、茄
子冲、 新屋咀3个村24个村民小
组合并组成，该村333户2895人，
其中曾有贫困户70余名。 多年
来， 村里道路等基础设施落后，
成为该村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目
前在广发银行常德分行鼎城支
行及鼎城区各扶贫成员单位的
共同努力下， 该村已正式脱贫，
焕然一新。

广发银行常德分行鼎城支行
积极引导村子学习外地先进经
验， 结合本村资源为产业发展定
位，推动村集体建立实验基地，进
行实践探索。通过这种模式，茄子
冲村先后形成了优质稻、油茶、水
果等多种养殖产业， 并成功发展
了药材种植、稻田套养、林下经济
等多种辅助产业，形成了“一主多
辅”特色产业结构，拓宽了贫困户
的增收渠道。 ■通讯员曾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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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总公司授权的其它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18日
联系电话：0737-2262580
特此公告。 经济信息

颁证公告

为留守儿童编织围巾、帽子、手套等

辣妈“织女团”巧手赶织“妈妈牌”温暖

何 星 辉
（右一） 与志
愿者守护孩
子上学。
志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