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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华声论坛志愿者网友来

到现场， 从工作人员那领了一摞

《好人好报》的CD光盘。他告诉记

者， 他要把这些CD分发给华声论

坛的各义工组织和“鱼片”的生前

好友，广为传唱，传承“鱼片”精神。

刘朝华生前在华声论坛注册

了“鱼片”的ID，并用这个ID发起

助学，结交了许多志愿者。“鱼片”

走后， 华声义工组织了多场活动

缅怀英雄，华声论坛也永久保留了

“鱼片” 的ID并转赠给“华声义

工”。

首发式后，部分歌手现场表演

了组歌《好人好报》的部分曲目，优

美的旋律和满含深情的演唱，获得

了阵阵掌声。

最后， 首发式在志愿者歌手

《志愿者之歌》之声中结束。

■记者 杨博智

母爱真是博大而无私啊！有了

妈妈的骨头， 小丽雯的手术于8月

11日如期进行了。据丽雯的主治医

师、市中心医院骨科15病室医生谢

杰介绍， 小姑娘的手术很成功！医

生们在手术室内从妈妈右髂骨处

成功取了一块2×1×1cm的骨头

植入小丽雯坏死的椎骨处。

17日，恢复很好的小丽雯安静

地和母亲相依相拥，而母亲的伤口

也恢复得很快。

“小丽雯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疗养，等伤口愈合后，她就可以出

院，在家里继续进行抗结核治疗。”

谢杰医生介绍，“小丽雯康复后，不

会影响她的身体发育，而她母亲割

下那块骨头后对身体几乎没有影

响，我们希望小丽雯以后能够健康

成长！”

■记者 张文杰 通讯员 谈慧

为渔民解困是常德市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重点推

进的24件实事之一，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视察常德

时，对该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到本月底，常德市751户无房渔民

可以全部上岸定居。

为了解决洞庭湖区1.3万渔

民的生产生活困难问题，帮助751

户无房渔民上岸定居， 每户市财

政最低补贴2万元。 目前全市751

户无房渔民有545户上岸搬进新

居，其余206户8月31日以前可以

全部上岸定居，结束住无定所、水

上漂泊的历史。

■记者 刘燕娟 实习生 曾江 吕晶

8月16日18时许，怀化市环城

路犀牛塘铁路桥下发生一起重大

交通事故， 一辆车门上印有“怀

化××驾校” 字样的白色桑塔纳

轿车与一辆黄色的士相撞， 当场

致二死二伤。目前，事故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 余得水 戴芳 贾凯斐

摄影报道

“只要能救女儿，请从我身上割骨头吧，不管在哪，不管多少！”

割骨救女，邵阳妈妈感动长沙

请大家放心：取骨手术很成功，母女都平安

昨天是义工“鱼片”的周年祭

一群义工为他创作了14首歌

鱼片，你收到了

寄往天堂的CD吗

本报8月17日讯“在‘鱼片’刘

朝华逝世一周年的特殊日子里，

我们开展一些活动纪念他，同时筹

集更多的善款来帮助贫困学生。”

15日、16日两天，“炎陵义工社”20

多名义工在该县步行街举行爱心

助学义卖活动。

这次义卖商品以书包、 文具

盒等学习用品为主。 刘朝华的母

亲和妻子也来到了义卖现场，和义

工们一起叫卖、筹款，分别向“炎陵

义工社” 捐款1000元、500元以资

助贫困学生。

据了解， 这次义卖活动共筹

集善款5980元， 将全部捐赠给炎

陵县贫困学生。

■记者 廖才文

通讯员 张兴林 罗立辉

常德751户渔民

月底可上岸定居

本报8月17日讯 8月16日晚，

怀化洪江市公安局开展区域性整

治清查行动，仅一个小时，黔城派

出所民警就连抓三名盗窃摩托车

的犯罪嫌疑人， 收缴被盗摩托车

两台。 ■戴芳 罗运山 杨超

洪江警方1小时

抓3盗车贼

驾校桑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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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刘朝华逝世一周年

炎陵义工开展

爱心助学义卖

动态传真

单薄、瘦小的阳丽

雯安静地躺在床上，头

枕着妈妈的肩膀，享受

着浓浓的母爱。8月17

日，记者在长沙市中心

医院骨科15病室见到

这对母女时，被这温馨

的场景深深感动。谁曾

想到，就是眼前这位40

岁的平凡母亲，为了让

自己的女儿免于瘫痪，

7天前忍痛割骨救女。

今年7月20日， 美丽活泼的邵

阳小女孩阳丽雯，在当地医院查出

患腰椎结核并椎旁脓肿后，随即送

入长沙市中心医院求治。长沙市中

心医院骨科15病室科室主任、副主

任医师罗为民，和医生们经过细致

的体格检查和查看实验室结果后，

诊断其为第三腰椎结核并椎旁脓

肿。如果不做处理，重者将会造成

瘫痪， 轻者严重影响生长发育。经

讨论，医院方面决定先做一段时间

的结核治疗，再为其施行病灶清除

术。20多天的抗结核治疗让本来就

瘦弱的小丽雯显得更加单薄，看着

虚弱的女儿，母亲不知多少次悄然

落泪。

小姑娘患重症长沙求治

1

即将到来的手术，让罗为民医

生甚为头痛： 给一个4岁的小孩子

施行病灶清除术，本身就具有一定

的难度， 而手术中用于填充的骨

头， 却无法从小丽雯自己身上获

取。

只有4岁的丽雯，身材单薄，自

身的骨量不够，必须从其他地方取

一些骨头帮助填充。这块骨头从何

处来？这让罗为民医生犯了难。

知道医生的困惑后，小丽雯的

妈妈毫不犹豫：“医生，只要能救女

儿， 请你们从我身上割骨头吧，不

管在哪里， 不管要多少， 都没关

系！” 小丽雯妈妈的一番话令现场

的医生和护士们感动不已。

母亲毫不犹豫提供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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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成功，不影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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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上午，纪念“鱼片”刘朝华

的组歌《好人好报》CD光盘首发式在湖

南群众艺术馆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肖雅瑜为《好人好报》CD光盘揭幕，中

共株洲市委副书记李晖介绍了刘朝华

事迹及组歌的创作过程。

周年祭日

首发《好人好报》

“去年的今天，刘朝华倒在

了助学的路上， 今天首发组歌

CD，正好表达对‘鱼片’的深切

缅怀。”首发式上，李晖介绍了

刘朝华的杰出事迹及组歌创作

过程。

刘朝华的事迹被报道后，

感动了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他

们于2008年10月深入炎陵，一

路采风创作，四天四晚，含着热

泪拿出组歌《好人好报》 的初

稿。随后边演唱、边修改，一年

之内，八易其稿，终于完成组歌

的全部创作。

组歌《好人好报》共14首歌

曲，用解说词的形式有机串联，

多角度多方位地艺术再现了刘

朝华阳光时尚的灿烂人生，热

情讴歌了他大爱无边的博大胸

怀和敢于担当的人格魅力。

李晖介绍，这本献给刘朝华这

位“中国杰出志愿者”的组歌CD，

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无偿奉献，不

计任何报酬，他们每一位也是“志

愿者”。“从作词、作曲、演唱、解说、

录音、制作、设计、印刷到出版，自

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拿过任何一分

费用。”

为确保作品及时出版，创作组

三上北京，五下炎陵，八走长沙，联

络起北京、武汉、广州和湖南的56

家志愿者单位和118位志愿者。

本报8月17日讯 我省外贸

回暖趋势明显。 记者今天从省商

务厅获悉，7月，全省完成进出口

总值9.3亿美元，其中出口4.8亿美

元，进口4.5亿美元。7月的外贸规

模虽然同比仍是下降， 但环比增

加了1.15亿美元， 增幅达14.3%。

据了解，从今年3月开始，我省外

贸环比一直呈增长趋势， 进出口

总额逐月增长。

部分市场贸易“回温”。7月，

我省对日本、韩国、印度、德国、意

大利、英国、巴西等国的出口环比

大幅增加；从德国、美国的进口同

比增长在一倍左右。

随着新型工业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我省铁矿砂、锌矿砂等大宗

资源性产品以及汽车零件、 金属

加工机床等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的

进口，继续大幅增长；烟花、爆竹、

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

及制品、家用陶瓷器皿、肠衣等劳

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较6月份的

增长额都在百万美元以上。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彭继红

7月全省进出口

突破9亿美元

为唱片出力的都是志愿者

华声义工传唱组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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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鱼片”刘朝华《好人好报》CD光盘首发式现场，刘朝华的母亲忍不住失

声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