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19日讯 近日， 株洲

东环新城有车一族遭遇狂徒勒索，

不按他的要求汇款就刷漆烧车。小

区居民告诉记者， 当地警方和小区

物管已经联合发出悬赏令。

“大哥，借钱400元，汇款到××银

行账号××××不然淋汽油烧车……”

近段时间， 株洲东环新城30多名有

车业主非常烦躁， 自己的爱车经常

被人贴上威胁字条， 更有甚者还被

喷上了油漆。6月14日凌晨， 一台没

有及时答复和汇款的小车还被人

“纵火”。与此同时，东环新城物管执

勤时也发现了这个情况，停放在8栋

到14栋之间的多辆小车车门上被喷

了白色的油漆， 上面还贴上了威胁

字条。小区物管当即报警，并提醒车

主注意防范。

“对提供线索破获此案的有功

人员奖励现金2000元，对现场抓获

该案违法犯罪嫌疑人的有功人员奖

励5000元。” 当地派出所和物管联

合发出了悬赏公告， 希望知情者提

供相关线索。 ■记者 廖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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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李仲文

本报6月19日讯 “不要动，把

钱交出来！”昨日凌晨，随着一道寒光

闪过， 明晃晃的水果刀架在了的哥柳

培湘的脖子上， 车上的两名乘客竟是

行抢歹徒。还好柳培湘冷静，先稳住歹

徒，主动掏钱和手机给他们，待对方放

松警惕逃离后， 他驾车尾随与歹徒展

开了周旋， 并通过车内对讲机喊来十

几名的哥，一起将歹徒抓获。

引的哥至屠宰场附近

30岁的柳培湘是长沙湘龙出租车

公司的晚班的哥。6月18日凌晨1时许，

柳培湘打算拉完最后一趟客就回家休

息。在星沙大众传媒学院门口，两名年

轻男子上了车，说去市区。一位穿白色

短袖T恤的男子坐在副驾驶室，另一位

穿绿色短袖T恤的男子坐在后座。

大约半小时后，出租车到了南湖

大市场的正门。 白衣男子开始引路，

几个拐弯后，柳培湘载着两人来到南

湖大市场后门一个冷冻屠宰场附近

的小坡上。

“下车，师傅。”两名男子叫停了。

白衣男子在口袋掏了半天，没掏出一

分钱。 绿衣男子接着掏自己的口袋，

掏出了手机和五角钱。“师傅，我上去

拿钱，留我兄弟在这等。”绿衣男子说

完下车跑上了坡。大约3分钟后，绿衣

男子出现了，从驾驶座的左窗递进来

40元钱。

正当柳培湘低头找零时，车窗外

伸进了一把水果刀，顶在了柳培湘的

脖子上。“兄弟，最近手头紧，借点钱

花。” 柳培湘身后传来绿衣男子低沉

的声音。

遇上歹徒主动掏钱

“不好，遇上歹徒了。”柳培湘的心

里打了个寒噤。这时，副驾驶位上的白

衣男子将柳培湘的头用力掰了下去，死

死卡在大腿上，抽出一把水果刀顶在了

柳培湘的喉咙处。

“你们要钱么？我拿给你，都在这

了。”柳培湘迅速镇定下来，掏出了当

晚所有的收入，大约200多元，都给

了绿衣男子， 随后又主动掏出手机。

柳培湘还翻开所有的口袋，让两歹徒

仔细检查。

“妈的，穷鬼，把车钥匙拿出来！”

绿衣男子大喝，随后开始伸手去取车

钥匙。柳培湘心想，千万不能把钥匙

给了歹徒，开始向歹徒求情。“你拿我

的钥匙也没用，我保证不报警，就当

什么都没发生，你们也快点走吧。”几

番“央求”下，歹徒终于放了心，向旁

边的一条小巷跑去。

眼看两歹徒朝巷子里跑去，柳培

湘立即掉头， 加大油门追了过去。他

的车子一直尾随着前面奔跑的歹徒，

不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 同时，柳

培湘通过电台通知了出租车公司的

其他的哥，叫他们前来帮忙。

一群的哥围堵持刀歹徒

十几分钟后，绿衣男子跑不动了，

柳培湘踩着刹车， 朝着绿衣男子挨了

上去，绿衣男子被撞倒在地，随即爬起

来继续逃跑。 柳培湘再次轻轻撞了过

去，绿衣男子再次被撞倒。而此时，白

衣男子见势不妙，丢下同伴逃跑了。

由于绿衣男子手中有刀，柳培湘

不敢只身凑近。绿衣男子可能也觉察

到了这一点，干脆放弃了逃跑，呆在

原地喘气休息。 不时还向柳培湘求

情，“别追了，跑不动了，让我走……”

对峙持续了20分钟左右，这时，

柳培湘对讲机那头传来好友的声音，

“我们到了巷口”。 柳培湘心生一计：

将歹徒逼回巷口，跟其他的哥来个围

堵拦截，瓮中捉鳖。柳培湘加大油门，

从歹徒身边开了过去， 随即立刻掉

头，向歹徒冲来。绿衣男子还以为的

士要来撞他，拔腿就往巷口方向跑。

歹徒万万没有想到，巷口已经被

柳培湘的的哥朋友堵了个严实。十几

个的哥下车，一同将歹徒制服。五里

牌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随后赶来

将歹徒带走了。目前，五里牌派出所

已介入调查。

（长沙郑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元）

■记者 邹丽娜 实习生 段姝婷

本报6月19日讯 一位现居美

国的黄埔军官吴圣孙， 在88岁高龄

时念念不忘当年在岳麓山下桃花烂

漫的藕塘组里邂逅的姑娘，（详见本

报6月17日A1版《老兵越洋寻找麓山

姐妹》）在长沙找寻一圈无果后，含泪

而去。而在长沙岳麓山下桃花村的藕

塘组，有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整整等

她的“军官哥哥”等了一辈子，四年

前，80多岁的她死都要回到长沙，回

到和兵哥哥初相识的地方。

姑姑曾苦等那位军官

1942年， 一位为抗击日军不幸

染病的黄埔军官，来到了桃花村藕塘

组的杨碧云家。帅气英武的黄埔军官

和秀气大方、心灵手巧的杨碧云在桃

花烂漫的季节相遇，两情相悦。不久

后，因为缅甸军情告急，这位军官不

得不赶赴前线，临走时，他叫杨碧云

等着他，他一定会回来的。

“几十年过去了，已是耄耋之年

的姑姑告诉我，她怕是等不到了，于

是含恨而逝。”今日，在桃花村藕塘

组， 现年62岁的杨志强和记者说起

这段往事时感慨不已。 说起姑姑杨

碧云当年的长相和刺绣的绝活，他

只是一个劲地翘起大拇指。 但令杨

志强奇怪的是，在他小时候，尽管慕

名而来上门给姑姑提亲的人几乎踏

破了门槛，姑姑都一口拒绝了。直到

后来，才在组织安排下，嫁给本单位

的一个领导作续弦， 成了三个孩子

的后妈。

死前执意回到藕塘组

已过花甲之年的杨志强说起这

段往事唏嘘不已。 他说， 姑姑嫁人

后，夫妻感情也很一般，老来更是处

境凄凉，只有他们几个侄子，每年去

看看她。“2004年， 姑姑身体已经不

行了，她对我说‘怕是等不到他回来

了’，于是要求我们几个侄子把她带

回长沙桃花村藕塘组， 最后就在这

里去世了。”

杨志强还记得，即使在大限将至

的那几年里， 姑姑一直挂念着她的

“军官哥哥”，“可奇怪的是，她临死一

句话都不肯说，也许是彻底心死了。”

杨志强说。

“小姑姑的经历，在时间、地点

等方面和吴圣孙老人所说的都非

常相似，如果他要找的真的是我姑

姑，我也希望他能过来看看。”杨志

强说。而当吴圣孙在长沙的侄女和

侄女婿听到这个故事时，早已泣不

成声。 他们表示将尽快联系到舅

舅，如果确定杨碧云就是他们要找

的人，他舅舅也会过来，到她的坟

前一诉衷肠。市民朋友们如果有更

好的线索，欢迎继续拨打本报热线

电话0731—4326110。

凌晨遭两男子持刀抢劫，假意交出全部钱物后紧追不舍

长沙的哥电台调度擒歹徒

□《老兵越洋寻找麓山姐妹》后续

杨碧云,很可能就是那个“她”

□相关链接

长沙的哥3个月

举报警情574起

本报6月19日讯 今日上午，长

沙市爱卫办邀请省内近10位病煤

生物控制方面的专家“把脉”。

专家表示， 今年早春第一代蚊

虫比去年提前一周出现， 这就意味

着蚊虫基数可能有所提高。另外，由

于杀虫剂、灭蚊药物的滥用，导致蚊

子耐药性也有所增强。 中科院亚热

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李波教授认为，

目前蚊子已进入全面吸血产卵期，

预计9月份还有一次小高峰。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盘红芳

本报6月19日讯 娄底市新化

县一对双胞胎姐妹，一前一后“爬”

着去上学。（详见本报2009年6月18

日A4版）今日，北京电视台卫视节

目中心“真情耀中华”栏目采编人员

来到长沙， 欲与本报联手为双胞胎

姐妹募捐手术费。另外，记者从湖南

省儿童医院获悉， 医院将会减免双

胞胎姐妹部分手术费， 手术将在下

周进行。

双胞胎姐妹被接到医院后，立

即被安置在一个双人间病房内。今

日上午，姐妹俩做了血常规、胸片和

心电图检查。 科室主任梅海波主任

医师连同其他几位专家教授， 对姐

妹俩做了全面的体格检查。 医院一

名负责人称， 手术实施的具体方案

暂时还没有敲定， 在综合各项常规

检查后， 相关专家会在下周一举行

术前讨论会。

虽然身在医院， 但两姐妹并没

有忘记学习， 并且每天还在坚持写

日记。在杨靓床前，放着一本彩绘版

的《简爱》，“我喜欢简爱，因为她特

别的坚强，我要向她学习。”她还不

时把书中的精彩内容读给大家听。

■记者 张春祥 周清树

实习生 张文杰 通讯员 谢鑑辉

□《双胞胎姐妹4年上学全靠“爬”》后续

北京电视台联手本报募捐

双胞胎姐妹下周手术

滥用灭蚊药致蚊子耐药性增强

不汇款就刷漆烧车

株洲警方悬赏5000抓勒索狂徒

长沙市湘雅路风华巷， 在这条

150米左右的巷子里， 记者一共发现

不下50个下水道井盖，真称得上史上

最密集下水道井盖群了。何解这样的

“奇观”会出现呢？欢迎读者拨打本报

热线 ■记者 龚磊 摄影报道

下水道井盖“开大会”

长沙市出租车社会治安联动防

控体系运行以来，的哥的姐们3个月

举报警情574起。

3月25日，长沙推出了以公安机

关为主导、 出租车驾驶人为辅警联

动主体、 相关职能部门为支撑的出

租车社会治安联动防控工作体系以

来， 出租车和广大出租车驾驶人成

为了公安机关的“前沿哨”和“信息

库”。全市1200余名出租车驾驶人志

愿者变身“编外警察”，提供犯罪线

索、参与治安防控、协助打击违法犯

罪、开展社会救援。

据统计，自3月下旬以来，出租

车司机共向长沙市公安局110报警

中心举报各类警情574起。5月6日，

出租车司机吴某积极协助追赶肇事

逃逸车辆， 并向办案民警提供重要

线索， 协助交警部门30小时内侦破

了媒体大篇幅报道的套牌“京

E90588”交通肇事逃逸案。5月9日凌

晨， 出租车驾驶人志愿者王宗辉和

警情信息员刘红伟沉着冷静， 有勇

有谋，联手擒获抢包歹徒王楚章，并

将其移交给处警巡警。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孔奕

6月19日下午5点左右，京

珠高速公路467公里南下路段

发生了一起5车追尾的严重交

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造成大量

车辆被堵。 由于大量车辆被堵

致使468公里再次发生车辆追

尾。

记者和消防官兵赶到现场

时，高速交警、高速路政已经做

好现场警示， 并积极疏导路面，

与此同时赶到现场的消防官兵

紧急营救被困人员。到晚上8：00

京珠高速恢复通车。

■通讯员 李钰龙 摄影报道

京珠高速

连环追尾

根据长株潭通信升位并网领导小组的安排， 湖南省电信公司拟

定于6月20日23：00至21日07：00进行长株潭升位并网预演， 届时，长

沙、株洲、湘潭三市固定电话、小灵通用户的通信将受到影响，建议采取

移动通信方式进行联系。6月21日07：00后预演结束，通信恢复原状。

详情可咨询：电信客户服务号码：10000。

由此造成的不便，敬请广大用户谅解。

长株潭通信升位并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9年6月19日

长株潭三市中国电信固定

电话网升位并网预演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