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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在外打工的哥哥
送给他一部手机，彭吉元开始学
习“网上冲浪”，很快掌握了用脚
敲手机键盘的技巧，“用脚打字
还是挺熟练的， 就是没读书，有
些字不认识。”彭吉元无奈地说。

2020年， 彭吉元首次接触
到新媒体和内容创作，给自己取
了个网名“失臂元哥”。在朋友的
帮助下，尝试把日常生活拍成短
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这个无心
之举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在
网络上，网友们喊彭吉元“折翼
天使”、“励志哥”，纷纷点赞彭吉
元独立做事、笑对人生的乐观态
度。

现在，彭吉元的粉丝已近30

万，他也尝试过直播带货，但效
果并不理想，于是一门心思地认
真做起了短视频内容，专注于拍
摄自己的生活传递正能量，温暖
更多人，“收获最多的是肯定和
鼓励，还有人私信我诉说遭遇的
各种困难与不平，让我感受到了
大家的认同。”

由于长期用脚做事，彭吉元
的脚已经完全变形。 谈及未来，
他说，想从事养殖业，养几头猪
和牛，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好经济
基础， 让以后的生活更稳定、更
独立。

“双脚不仅可以丈量大地，
也能撑起一片天！”采访结束时，
彭吉元笑着说。 ■记者 杨洁规

本报4月2日讯 一把剪刀、
一张红纸，加上一双巧手，长沙
宁乡市东湖塘镇第二中心幼儿
园幼师周斌正在创作《党的好儿
女》剪纸系列作品，用剪纸艺术
展示中国共产党砥砺奋进的光
辉历程。

周斌是一名90后年轻男幼
师，从小热爱美术，酷爱剪纸，是
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委员会
委员、湖南省剪纸研究会会员。

“用自己喜欢的剪纸艺术形
式宣传党的历史，庆祝建党100
周年，我感到很荣幸。”周斌向记
者介绍，他此次创作的剪纸作品
名为《党的好儿女》， 是以何叔
衡、刘少奇、谢觉哉等革命先烈
为原型创作。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 前期
我查了很多资料。” 谈起创作过
程，周斌颇有感触。“之前曾想过
用象征繁荣昌盛的牡丹、祝福话
语等创作元素，但同类作品太多
不够新颖。” 根据自己多年的教
学经验，周斌发现大部分幼儿对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了解比较缺
乏。于是琢磨着以历史事件为创
作题材，让孩子们爱上剪纸艺术
的同时， 也可以学习了解党史。
去年年底开始构思，周斌重新学

习中国革命史，请相关的专家参
考讨论，最终确定主题，创作一
组剪纸作品庆祝建党100周年。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
也是我们宁乡沙田人，把何叔衡
作为切入点进行创作，我觉得非
常具有代表意义。” 记者在周斌
的工作室看到，《党的好儿女之
永远的叔衡》剪纸作品目前已经
完成了6幅。

“后期我还会对这组作品进
行补充，计划再添加何叔衡在沙
田生活的点滴。其他党史故事的
剪纸题材也已经形成初步构思，
所有系列作品预计在今年7月1
日之前完成。”周斌告诉记者，等
所有作品完成后，他将整理成剪
纸绘本，用于日常教学。

周斌表示，希望这次创作的
作品能让学生深入学习“红色文
化”，“把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紧
紧结合起来，让一粒粒爱党爱国
的种子在孩子心间生根、发芽。”
周斌告诉记者，自己会经常利用
社会实践课， 带着孩子们剪纸，
一边给他们讲党史故事，孩子们
听得都特别认真。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蔡臻 刘静 李卓

视频 王智芳 通讯员 陶威

本报4月2日讯“真的是太
感谢你们了， 感谢你们的专业
和用心， 没有你们我们真不知
怎么办，谢谢了。”3月31日18点
10分，G1357次列车到达南昌
西站， 与生病同伴一起被护送
至救护车上的旅客聂先生十分
激动， 握着列车工作人员甘剑
的手激动地说道。

当天， 聂先生的同伴刘女
士在列车行到杭州东至南昌西
区间时突发疾病， 腹部疼痛难
忍。手足无措之际，聂先生急匆
匆找到正在巡车的党员列车员
邓钰求助。

见此情况， 邓钰立即呼叫
党支部书记、 列车长甘剑报备
协助， 并跟列车长陈想迅速携
带急救药箱赶赴2号车厢。

“当时，旅客已经出现呼吸
急促、面色苍白的情况，所以我
赶紧广播找医并让工作人员清
空连接处， 让旅客在空气流通
更好的地方休息。” 邓钰介绍，
经旅客中医护人员初步诊断，
刘女士所犯疾病为肠痉挛，急
需下车治疗。经旅客同意后，甘
剑立即与南昌西站联系救护
车。

等待期间， 由于旅客刘女
士一直感觉呼吸不畅、 鼻子堵
塞， 陈想便找到干净的纸板铺
在地上， 让旅客平躺休息。期
间， 乘务员不停疏散周围旅客
保持空气畅通， 并时不时为旅
客送上温水， 给医护人员创造
了良好的急救环境。

18点10分， 列车到达南昌
西站， 列车工作人员一起将旅
客护送到等候在此的救护车
上。至此，邓钰紧张了许久的心
弦终于松了下来。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王腊梅

双脚量大地，郴州“无臂哥”成励志网红
砍柴翻地，写字做菜……他将日常生活拍成短视频，向30万粉丝传递正能量

本报4月2日讯 用脚砍柴、翻地、切菜、做菜、开门
……这些在常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正是郴州宜章无臂
男子彭吉元的生活日常。

5岁时因意外截去双臂，直到18岁才上一年级，一次偶
然的机会，接触网络，让他化身网红“励志哥”，用自己的亲
身经历传递满满的正能量。（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失去双臂，用脚一样能干好农活

39岁的彭吉元，家住郴州宜
章县栗源镇老坪山村，家中五兄
妹中排行老幺。

5岁那年， 命运和彭吉元开
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在和伙伴玩
耍的过程中，他的双臂不慎触到
了变电箱，被迫截肢，失去了双
臂。那时，年幼的彭吉元并没有
意识到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

彭吉元的父母开始教他用
脚吃饭、洗脸、刷牙，做一切在别
人眼里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练习
用脚夹筷子吃饭， 一次次打破
碗， 一顿饭吃完汗水湿透衣裳，
饭菜撒得到处都是；练习用脚夹
牙刷刷牙，脚趾丫磨破皮发炎溃
烂；学穿衣服，脚底勾成30度，再
用牙配合，几件衣裤穿下来要一
个多小时， 扯破了一件又一件
……

8岁开始， 彭吉元学习用脚
干农活，柴刀一斤多重，彭吉元
用脚夹着上山砍碗口粗的树枝；
用下巴夹着锄头翻地，地没翻多
少， 下巴血口子出来好几个，但
是彭吉元依然咬咬牙继续坚持，

时至今日，伤口留下的疤痕依然
清晰可见。

时间流逝，彭吉元长成了大
小伙。千百遍的练习，千百次的
失败。 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不
厌其烦地以脚代手，彭吉元不仅
可以像正常人生活，还成为家里
的主要劳动力， 用脚熟练地砍
柴、翻地、切菜、做菜……

18岁读一年级，入读一年辍学了

因为身体和家境原因，10
岁时彭吉元第一次向父母提出
想去上学，父母犯了愁，最终还
是答应了他。 母亲带着他去学
校，老师们犯了难，不愿意收他，
原因是彭吉元上学没人照顾他。

父母不愿意放弃，数次带他
求学却屡次被拒，失落的彭吉元
只好回家跟着父母亲干农活。

17岁那年， 一次遭遇让彭
吉元下定决心： 一定要上学。那
年，彭吉元和父母置气后离家出
走，因为不识字，找不到回家的

路，差点饿死街头，幸亏遇到好
心人将他送回家。

第二年，18岁的彭吉元如
愿走进小学一年级的课堂，跟着
一群娃娃学习拼音和字母。学习
带给他很大的满足和快乐，可一
年后，因为生活所迫，一边要照
顾年迈的父母，一边要帮忙干农
活，他无奈选择了辍学。

辍学不辍心，彭吉元不愿放
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想尽一
切办法， 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去
探索自己人生的各种可能。

将日常生活拍成短视频，传递正能量

巧手剪纸，给孩子们“种下”红色基因
宁乡一男幼师以历史事件为创作题材，作品将用于日常教学

旅客高铁上发病
众人合力紧急救助

为全面消除火灾隐患，有效
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发生，近
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消防救援
大队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碾
子铺商贸有限公司依法立案查
处，罚款人民币5000元整。

武陵源区消防救援大队监
督检查人员在检查工作中发现，
该公司存在未设置防火分区、疏
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错误、安全
出口数量不足、防火门设置不规
范等问题，如果不及时消除火灾

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针
对以上情况， 消防监督员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给予
张家界市碾子铺商贸有限公司
罚款人民币5000元整的处罚。
并要求负责人要及时制定整改
计划，做好后续火灾隐患整改工
作，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一定积极
配合，依照法律法规要求做好火
灾隐患整改工作。

■通讯员 杨一兵

张家界武陵源一商贸公司存多处火患被立案查处

消防隐患曝光

彭吉元用脚干农家活。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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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宁乡
市东湖塘镇第
二中心幼儿园
幼师周斌正在
创作剪纸系列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