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生8个月时， 他就被确诊罹患小儿麻痹症。尽
管生活多磨难，但他一直与命运顽强抗争，凭着惊人
的毅力考上了大学并顺利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他在
偏远的山村学校坚守三尺讲台长达29年，被孩子们
亲切称呼为“拐杖爸爸”。他是湘乡市壶天镇山坪中
学的教师李军。

近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1年1月至2月“中国
好人榜”，湖南共有9人上榜。其中，教师李军当选为
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 ■记者 张浩

“拐杖爸爸”：腿植钢钉也要站上讲台
湘乡教师李军上榜“中国好人”：坚守山村学校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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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拄
着拐杖， 李军腰杆挺直地站
立在讲台上。“我是一个残疾
人， 但我想成为一个自食其
力的人。” 由于双腿不能行
走，小时候，他每天依靠小竹
椅支撑去上学。

“双手将身体撑到椅子
上，双脚再往前移，挪一下，
前进一步。”李军回忆起小时
候上学的场景， 仅在村小读
书的三年时间，就走坏了6条
竹椅子。 通过长期的治疗与
锻炼， 小学四年级时李军终
于能拄着拐杖上学了。

1989年高考后， 李军被
娄底师专录取。在拿到录取通
知单的那一刻，李军在日记中
写道：“将来一定要当一名人
民教师，特别是要让那些与自
己有同样不幸经历的孩子，从
小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

娄底师专毕业后， 李军
毅然决然回到老家， 主动申
请到离湘潭市区90多公里外
的涧山中学任教。 涧山中学
地处偏僻， 山路崎岖。 下坡
时，他必须双手着地，倒着才
能爬下去。遇到雨雪天气，摔
跤、滑倒是常事。直到1998
年学校撤点合并， 他才从涧
山中学离开， 来到湘乡市壶
天镇山坪中学任教。

2000年3月， 李军因骨
折住院， 右腿植入了数枚钢
钉。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心
里惦记着学生们， 钢钉没来
得及拆就匆匆返回校园。

“他一瘸一拐，每挪一步
钢钉就要刺一下，挪一步，刺
一下！”学校同事肖阳光告诉
记者，45分钟的课，李军完全
靠左脚支撑，“站久了， 两条
腿就打哆嗦。”

小孩子好奇心重，看到各
种孔洞都喜欢摸一摸、 戳一
戳，因此，各地小孩被卡住的
事故并不少见。4月4日， 记者
从张家界市消防救援支队获
悉，永定区市委老大门附近一
健身房内一名5岁小男孩的手
被跑步机卡住， 痛得哇哇大
哭，所幸当地消防与医疗部门
救援及时，未酿成大碍。

“再也不来了， 外公救
我！”4月3日，永州市永定区一
健身房内， 一名5岁男童玩耍
时，手不慎卡在正在运转的跑
步机履带内，小孩的哭声穿透
了整个健身房，大家都为他捏
了一把冷汗。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小
孩受痛仍止不住大哭，其外婆
正蹲着身体托住小孩。

为避免造成二次伤害，消
防员仔细查看被卡位置后，对
小男孩进行身体防护，防止火
花飞溅伤到皮肤，然后立即展
开救援，一边对小男孩进行安
抚转移注意力，一边采用破拆
工具角磨机对跑步机进行切
割救援，5分钟后小男孩左手
成功救出。随后，消防员将小
男孩抱到楼下送往医院。经医
护人员检查， 小男孩左手手
腕、手指并无大碍。

据了解，事发时小男孩和
外公一起去健身房娱乐锻炼，
由于外公操作不当致使跑步
机速度过快，小男孩不慎摔倒
被跑步机履带带下去卡住了
左手。正在一旁锻炼的向先生
见状立即关闭了跑步机电源，
并拨打了119请求帮助。

本报4月4日讯 路口一台电动车被一
台快速驶来的SUV撞飞，而电动车司机被
卷入车底。危急时刻，下班路过的民警冲
上前去查看，招手呼喊路人帮忙，一下子
几十个人赶了过来，众人把车抬起，成功
让伤者脱困。 记者今天从省交警总队获
悉，这是发生在湘潭街头的一幕，事故中
两位伤者仍在救治中。

4月2日下午，湘潭市高新路与芙蓉大
道路口，一台电动车与其他人正在路口等
绿灯，突然后方一辆SUV小车以明显快于
其他车辆的速度朝路口驶来，电动车被撞
飞， 其他行人也被波及。SUV车辆冲到对
面斑马线上才停住，而电动车司机被卷入
车底。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一位穿制服
的人朝SUV跑去，他在车旁蹲下身看了一
眼，立马起身跑向车子另一侧，再次蹲下
身查看。几秒钟后，他挥手四处大喊。他就
是湘潭市交警支队岳塘交警大队一中队
指导员成年辉。事故发生时，他正巧路过。

成年辉绕车查看后发现， 除了电动车
驾驶员被压在车底外 ，肇事车驾驶员也被
困在车内， 经验丰富的成年辉根据现场情
况果断做出决定。就在成年辉喊人抬车时，
一台警车也火速赶到， 他们是附近快警站
的民警。一时间，周围的路人、过路司机都
朝着车跑了过来，一下子围过来几十个人。

“那个电动车司机被压在车底下，我过
去看了， 只看得到脑袋和一只手， 情况好
急。”同样路过的热心市民王女士说。越来
越多的人赶了过来，大家围着SUV车，把小
车一边抬了起来。但是伤者情况比较危险，
担心贸然移动造成二次伤害， 成年辉指挥
大家继续用力把小车抬起侧翻过去。 众人
齐心协力下， 不到1分钟，SUV被侧翻过去，
车底的电动车司机脱困， 被赶来的救护车
送往医院救治。之后，成年辉继续与快警站
的民警协力使用警用装备将被困在驾驶室
的小车驾驶员救了出来，送往医院。

目前，两名受伤的驾驶员仍在医院救
治，事故共造成四车不同程度受损，具体
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封跃林 罗天麒
视频剪辑 虢灿

5岁男童手卡跑步机
哭喊“再也不来了”

记者进行梳理发现，各类卡人事件层出不穷。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相关负责人提醒家长，年龄小的

孩子贪玩、好奇，要时刻留意孩子的行踪，避免让孩子陷入
危险中。如发生意外，孩子“被卡”初期家长们该怎么办？

儿童手足头等部位被卡时，切忌不要大力撕、拉、扯、
拽；初期没有发生肿胀的时候，用食用油、洗手液、洗涤剂
等进行润滑；被卡防盗窗，可用衣服、绳索打结保护；安抚
情绪，避免血液加速循环而发生肿胀、充血等情况；尽快拨
打110或119报警求助。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吴杰 视频剪辑 刘品贝

孩子“被卡”，家长们该怎么办？

民警一招手
几十个人帮忙抬车救人

扫 码 看
几十人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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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的妻子没有工作，
孩子还在上大学， 80多岁的
母亲要赡养， 肩上的担子不
轻。但他从教29年，劝返辍学
学生10名， 共资助了10多个
贫困孩子， 没有让一名学生
失学。爱生如子的他，也被孩
子们亲切地称呼为“拐杖爸
爸”。

有一个学生叫梁细妹，
平时学习挺认真， 可期中考
试后， 李军发现她上课开始
不做笔记，作业拖拖拉拉。李
军打听后才知道， 孩子家庭
条件差， 家里就希望她不要
读书了，早点出去打工。

“孩子还未成年，不上学
怎么行呢？”为了劝这个女生
返校读书，李军决定去家访。
吃完午饭就出发， 李军拄着
拐杖沿着山路一瘸一拐，走

一段歇一阵。直到当天傍晚，
李军才走到位于半山腰上的
梁细妹家。

“我想着天气热，你们应
该都在家里， 和你们商量孩
子读书的事。” 望着浑身大
汗、满脸疲惫的李军，孩子父
母眼眶湿润了， 当即保证不
再提孩子打工的事了。

“山里条件差，以前这种
辍学去打工的一大把。”李军
称，十几年前，自己班上的失
学率会超过70%， 如今辍学
的情况基本上不存在了。

学校人事调整， 李军多
次临“危”受命，除了英语，文
科课程几乎上个遍。 他凭着
一股子干劲， 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在毕业学业考试中，多
次获得县级奖励，深得学校、
家长、学生的信任和尊敬。

腿植钢钉也要站上讲台

学生一个都不能少

“拐仗爸
爸” 李军在给
孩子们上课。
通讯员 供图

礼赞凡人善举，弘扬人间大爱。3月30日，中央文明办发布
2021年1月至2月“中国好人榜”，湖南共有9人上榜。其中，谢
斌、彭友良、杨骐铭当选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王永恒当选
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邓述东、唐良云、李军、全勇刚当选敬
业奉献类“中国好人”，徐建平当选孝老爱亲类“中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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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点赞！湖南9人登上1至2月好人榜

5岁孩子被卡救护现场。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