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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8日讯 一男子
持刀刺向女子颈部，危急关头，
57岁民警下班途中冲上前空手
夺刃，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今日， 株洲市公安局荷塘
公安分局民警杨定国向记者讲
述了救人的惊险一幕。

男子持刀伤人
57岁民警空手夺刃

“救命，救命———”4月16日
中午12时30分，刚值完一个24
小时班， 准备回家休息的杨定
国， 走到离家不远处的五一新
村附近时， 突然听到一个门面
里传来一个女人的求救声。

杨定国循声赶到现场，只
见一名男子手上沾满鲜血，将
一名女子压在身下， 女子背部
被捅了一刀， 男子边叫嚣边举
起水果刀在空中挥舞， 准备向
已经倒在血泊中的女人再一次
刺去。

“边上没有其他人可以帮
忙。”来不及多想，杨定国立马
冲上前， 大喝一声：“住手！”趁
着行凶者闻声愣住的瞬间，杨
定国绕到其背后，一个“反剪”
并顺势抬腿， 行凶者手中的刀
便落到了地上， 被杨定国一脚
踢到了远处墙角。

正当杨定国即将制伏行凶
者时， 不料比杨定国高出半个
头的行凶者猛力挣脱束缚，从
腰部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用
笔尖迅速刺向倒地女子的颈
部。说时迟那时快，杨定国用尽
全力拉住行凶者持笔的手，狠
狠地磕在自己膝盖上， 夺下了
钢笔。

行凶者最终被制伏。 在这
期间，杨定国的左手掌被擦伤，
鲜血染红了衣服。

随后， 杨定国和闻讯而来
的群众将嫌疑人控制住并报了
警，一直等到110民警和120医
生赶到现场，他才离开。

经查， 行凶者彭某和受害
者刘某均为31岁，是情侣关系，
因感情纠纷彭某对刘某行凶进
行报复。目前，彭某已被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在处置中， 杨定国受了伤，
在简单包扎后，当天下午又回到
岗位上继续工作。 记者了解到，
经过抢救，4月17日下午， 受害
人刘某已脱离生命危险，从ICU
病房转入急诊病房，继续治疗。

“我是警察，关键时刻就要
挺身而出。”

杨定国2001年从株洲市武
警支队转业到株洲公安系统，
一直工作在一线，2016年调任
茨菇塘派出所， 作为一名社区
民警， 每天负责处理超万人的
红旗路社区的治安管理等事
务。

“我是警察，关键时刻就要
挺身而出。”杨定国说，当时见
情况紧急，并未多想，只想赶紧
把人救出来。他还告诉记者，在
处置这起突发情况时， 彭某年
轻力壮，而自己年纪大了，直到
现在手还有些酸痛。

“杨警官是好人，如果不是
他，我姐姐恐怕没命了。”受害
人刘某妹妹告诉记者， 很佩服
杨定国，危急时刻，他没有半点
犹豫， 从冲进现场到制伏行凶
者，整个过程仅用时5分钟。

记者了解到， 株洲市公安
局已启动战时表彰机制， 对杨
定国予以记功奖励。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胡怡安 阎俊

“相亲角”组织者之一的龙爹
告诉记者， 自从4月10日公园方
开展联合整治行动以来， 他就在
四处寻找新的落脚点。 先后联系
对接了月湖公园、湘江风光带，当
管理方得知相关情况后， 都婉拒
了他们的请求。

龙爹还联系了位于芙蓉区的
浏阳河婚庆文化园， 对方欢迎他
们进驻，考虑到交通、公园配套设
施等因素，暂未答应。

浏阳河婚庆文化园运营方负
责人方先生告诉记者，早前，龙爹
确实有联系过他们， 为完善婚庆
方面的业态，他们欢迎“相亲角”
进驻，但有前提条件：要保证项目
公益性以及规范管理。

目前， 龙爹还在寻找更好的
落脚点，“每个城市要个这样的地
方，我就是老有所乐，做点成人之
美的事情，要把‘相亲角’继续办
下去。”龙爹说。

“相亲角”搬走了？组织者：还在找“新家”
被封8天后仍有人前来湖南烈士公园相亲，“红娘”：会继续办下去，在物色更好的落脚点

本报4月18日讯“烈士公园的‘相亲角’搬家了！”市民王
先生向本报热线爆料，湖南烈士公园内存在多年的“相亲角”搬
到了长沙月湖公园。此前，湖南烈士公园“相亲角”被关闭的消
息一出引发关注（详见本报4月12日A07版、4月13日A05版）。

三湘都市报记者今日致电“相亲角”组织者之一的龙爹核
实，他们已撤出烈士公园，但仍有个别人在“相亲”，虽然已有公
园伸出橄榄枝，但他们还在寻找最佳落脚点。

■记者 杨洁规

本报4月18日讯 小车在高
速上突然实线变道， 后方货车躲
避不及翻车。 而小车认为不关自
己的事驶离， 直到司机接到了民
警的电话。今天，省交警总队通报
了这起事故。（扫报眉二维码看新
闻视频）

4月15日上午8时15分，沪昆高
速湖南娄底段1154公里处，一台满
载货物的大货车撞上了路边护栏，
四轮朝天，满车水泥倾倒在地。货车
司机自行爬出， 有轻微擦伤。“前面
一台小车突然停在路中间，我直行
走的，绕不过去，刹车也刹不住，就
倒了。”货车驾驶员刘某说。

“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小
车司机罗某说，当天他开车和4名
同事从邵阳准备前往长沙。 行至
1154公里处的匝道口时， 临时想
转华常高速先去娄底， 于是从快
车道往行车道变更车道。 可刚驶
入行车道，罗某发现拐不过去，于
是将车停下， 结果导致后方红色
货车避让不及撞护栏后翻车。而
罗某犹豫片刻之后， 以为货车没
有与他的车辆发生接触， 发生事
故与自己无关， 于是继续驾车前
行。 直到接到民警通知才返回接
受调查。

最终民警认定，小车驾驶员罗
某违反禁止标线、在高速公路行车
道停车的违法行为，负事故的主要
责任，合并处罚款300元、驾驶证
记9分； 货车驾驶员刘某驾驶货车
载物超载， 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处
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6分。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封跃林 聂红

视频剪辑 虢灿

高速实线变道
后车翻了，小车溜了
民警：没碰上，小车也要负责

天气晴好时，“相亲角”人气仍旺

4月17日，难得放晴。三湘都
市报记者在湖南烈士公园海棠邬
附近原“相亲角”位置看到，现场
已拉上警戒线，竖起了告示牌，有
公园安保人员在值守。然而，现场
还是有近百名中老年人站在警戒
线外，聚拢在一起：有人手拿相亲
牌，将征婚告示贴在背包、放在脚
架上，或是摆放在休息座椅上。

现场一位老人介绍， 此前一到
周末，只要天气好，“相亲角”的人流
会超200人， 相当火爆。“相亲角”已
有七八年历史， 在长沙乃至省内外
都有一定名气，“相中”的几率大，再

加上年纪大的父母习惯线下相亲
模式， 以及相比较婚介所花费更
低， 所以深受中老年人的垂青，
“我们还是希望能留一个地方，方
便帮自己或子女征婚。”

现场有名游客表示支持公园
管理方的决定， 便被众多老人团
团围住，被“驱逐”出现场。

4月18日上午，下着小雨。三湘
都市报记者再次来到“相亲角”，受天
气影响， 现场未见前来相亲征婚的
市民，仍有安保人员在现场值守，“二
十多个人守在现场， 就是不让再悬
挂征婚告示。”安保人员告诉记者。

要把“相亲角”继续办下去，还在寻找“新家”

男子为情持刀伤人，57岁民警空手夺刃

▲4月17日下午，近百名中老年人在烈士公园“相亲角”。▲

4月18日上午，下着小雨。受天气影响，现场未见前来相亲征婚的市
民。 顾荣 摄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就是老
百姓常说的人工增雨， 而其中最
常见的便是火箭弹增雨。4月15
日至16日，2021年长沙市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工作暨安全技能培训
开班，长沙“火箭手”大集结。人工
增雨有哪些“黑科技”助力？三湘
都市报记者现场揭秘。

4月16日下午， 长沙国家综
合气象观测试验基地， 火箭炮实
践课正在进行。记者看到，被固定
在皮卡车上的炮架上面， 还立着
一枚长近1米的增雨火箭弹。长沙
市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黄宇霆介绍， 一部车
载发射架最多可以装载4枚火箭
弹， 可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先后发
射。火箭弹弹头装有碘化银，增雨
作业时，将火箭弹打到云层里去，
通过催化使得水汽从云层中掉落
并形成水滴。

记者了解到， 相比传统人影
作业流程， 现在的火箭炮也联了
网， 物联网可以强化作业装备与
弹药等关键环节的安全管理，对

存在的问题能够及时发现、 及时
提醒、 及时处理，“作业人员下载
终端后，手机就能监控，很方便。”

黄宇霆告诉记者， 新一代火
箭发射架安全锁定装置还通过优
化数字密码结构和验证过程提高
了作业的安全性，“通过密码、指
纹二合一的身份识别环节及多人
身份确认环节， 能确保在单一密
码泄露的情况下， 仍能保证作业
设备的安全锁定状态。”

前不久， 一枚人工增雨火箭
弹降落农家院子的视频， 引发不
少网友关注。有网友担忧：火箭残
骸砸到人了怎么办？“火箭弹会完
全爆炸， 残骸成不大于100克的
絮状碎片自由飘落， 不会影响环
境。”黄宇霆说。据了解，人工增雨
所使用的火箭弹， 其外壳使用一
种新型轻型材料，而非钢铁。因为
火箭弹会落到发射点周边10公
里的地方， 所以气象部门在进行
人工增雨作业时， 会尽量选择偏
僻的地方。
■记者李成辉通讯员王向黄煌

未雨绸缪！长沙“火箭手”大集结
揭秘：人工增雨火箭炮如何打得更安全

《公园“相亲角”被封？爹妈们急了》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