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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小学老师带学生课间学手势舞网上走红相关报道

手势舞走红

戒指卡手求助消防才取下
本报怀化讯 “太感谢你们了，没有你们的

帮助，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女子感激地对
消防指战员说。6月 5日上午 9点 18分，怀化市
麻阳县一女子因戒指卡在手指上无法取下，急匆
匆地来到麻阳县消防救援大队求助。

消防指战员经观察发现，该女子右手无名指
上套了个类似钢制的戒指，由于长时间的血液不
通，已经造成无名指中度浮肿。

据了解，女子在家已尝试用肥皂水、润滑油
等多种方法都无法将戒指取出。

了解情况后，消防指战员取来角磨机、镊子、
绝缘剪等工具，首先用易拉罐剪下一小块，缓慢
插入戒指与手指的缝隙中，产生间距，防止在切
割时对手指造成伤害，再用角磨机对戒指的中间
玉石部分进行切割，其间不断用冷水进行冷却。

10分钟后，玉石部分被切断，但由于戒指材
质特殊，仍无法将其取出，随后，消防指战员利用
绝缘剪将戒指边缘剪断，最后利用镊子、老虎钳
等工具将戒指切开部分向两边扩宽。整个救援
过程中，消防指战员一直小心翼翼，经过一番努
力，成功将戒指取下。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滕倩婷 詹加福

本报长沙讯 60个六年级的学生
坐在课桌前，身着校服，右手持扇，跟随
着音乐“霸王别姬”，整齐地挥舞双臂。
一段 2分 11秒的手势舞视频，发布仅 5
天，就在抖音上拥有了 165.6 万的点
赞。那么排练这个节目需要多久？怀
化市宏宇小学六年级11班的班主任曾
悦溪的回答是：不超过20分钟。

这段视频发布于曾悦溪的抖音账
号“一窝‘皮皮虾’”，除了“霸王别姬”之
外，“澎湖湾”“布谷鸟”“一剪梅”……也
都被选作为伴奏曲目。每一曲手势舞
都是由曾悦溪自编自导，从 2016 年成
为 11 班的班主任后，她开始利用上午
第二节课后的 20 分钟休息时间，带着
学生们跳手势舞。

“其实严格来说，这个不能叫‘手势
舞’，因为它的难度和美观性还不够，所
以我把它叫作‘课间律动操’。”曾悦溪

说，带着全班同学一起排练，是为了让
大家能通过一种比较有趣方式进行锻
炼，“在这个过程里也能培养他们的乐
感，还能让他们更自信”。

起初，学生们在跳手势舞时还有些
害羞，“有的孩子连头都不敢抬，手臂也
伸不直”。但曾悦溪能感受到循序渐进
的改变。现在，孩子们乐在其中，看完
拍摄的跳舞视频后，还会有学生主动提
出“我刚刚手没有伸直”，“我的表情好
像不太好”，想让老师带着大家重新排
练一遍。

曾悦溪说，周默言是班上改变较大
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周洋也看到了儿
子的变化，“他以前是个很内向的孩子，
没什么朋友，也不爱运动，我们让他去
学跳舞，他都特别排斥，”周洋说，“但是
现在人开朗多了，班上有什么跳舞的排
练，他都很愿意参加，现在还在跟着曾

老师学羽毛球。”
在抖音，曾悦溪的自我介绍是：“一

名坐在体育组教语文的舞蹈老师”，3
个看起来大相径庭的科目就这样在她
的身上融合在了一起。坐在体育组的
办公室，完全是由于语文组已无办公
位，但身兼语文老师和舞蹈老师的身
份，却和曾悦溪自己的选择密切相关。

今年39岁的曾悦溪已经是一位有着
20年教龄的资深教师，从怀化师范学校
毕业后，她先做了11年的音乐老师，之后
又转而去教语文，并成为班主任。

“我一直都觉得，成绩并不是最重
要的，我会更希望我的学生是全面发展
的，我会跟他们说，要有一个好的身体，
还要有好的习惯和性格。”曾悦溪说，成
为班主任后，她会在每天早上带着全班
学生做晨练，跑步、蛙跳、俯卧撑……

“以前有的学生隔两三天就要请一次病

假，但现在他们身体都特别好，跑 2000
米都已经很轻松了。”

在曾悦溪的班里，有一个患有哮喘
的女孩格格，她的父亲郭涛说，女儿哮喘
发作时常常呼吸困难，口鼻处都会变得
乌青。2016年，格格刚转学来宏宇小学
时，曾悦溪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并不给
她安排运动任务，只让她量力而行。但
格格还是在循序渐进的运动里增强了体
质，加上治疗，她的哮喘9岁后再没有发
作过，运动时也和其他同学几乎无异。

2016 年，曾悦溪来到宏宇小学担
任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她的班级是一个
组合班，所有的学生都是中途从其他学
校转来，学习水平参差不齐，管理起来
难度不低。但宏宇小学的校长袁彬都
说：“曾老师的学生身体素质都特别好，
现在经常在运动会上面拿奖，而且班风
好，凝聚力也很强。” 记者王佳箐

班主任课间带学生排练手势舞成网红
自创手势舞带学生锻炼，班主任抖音视频获赞165万次

对于该案，民警也作了几点
提醒。

首先，汽车租赁公司要给每一
辆用来出租的汽车配备相应的GPS
设备，便于工作人员随时掌握车辆
行驶轨迹以及具体位置等信息。

其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建议汽车租赁公司建立相关的诚

信平台，便于工作人员对租赁人
的信息进行查询，如租赁人有较
多不诚信记录，可将其纳入诚信
黑名单。

最后，提醒广大市民，千万不
能存侥幸心理。法网恢恢，疏而
不漏，广大市民要懂法守法，不要
铤而走险。 记者满延坤

建议租赁公司建立诚信平台

民警提醒

狗狗半夜狂叫原是来了不速之客
本报永州讯 近日，天气炎热，又适逢雨

季，蛇类活动频繁，城区频现蛇影，不仅有菜花
蛇等无毒蛇类，更有眼镜蛇。6 月 6 日晚 9 点 25
分许，家住永州零陵区杨梓塘路某学院门口
125 号的一户居民家里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条眼镜蛇。

据了解，当晚该住户与家人正在家中看电
视，突然听到自家的狗在不停地狂吠，这让他很
恼火，于是连吼了狗几声，可是狗不但不听，反而
叫得更凶猛了。带着疑惑，他走了出来，发现狗
狗正对着自家废弃的厨房在犬吠不停。于是，他
拿着手电进入厨房查看，结果发现一条蛇盘在厨
房的地上，正不停地吐着舌头。

感受到惊扰后，这条蛇迅速爬进了废弃的柴
火灶台里躲藏起来。为防止蛇溜走，户主悄悄地
退出来后将厨房门轻轻地关上，并连忙拨打电话
向消防部门求助。零陵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119
调度后，立即出动7名消防指战员前往现场处置。

消防指战员到达现场后，在报警人的带领下
来到现场。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消防指战员发
现灶台里盘卧着一条蛇。经确认，这是一条眼镜
蛇，重约2斤。其进入厨房，可能是因为这里有它
需要的食物，例如鼠类。

根据现场情况，消防指战员在做好各种安全
防护之后，利用捕蛇器材从柴火灶台口伸进去对
蛇实施了抓捕工作。很快，眼镜蛇被成功捕获，
消防指战员小心翼翼将它放置于蛇皮袋内，用绳
子封口，并在归队途中将蛇送往附近荒山放生。

。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邓微

小区里装了70多个朝天摄像头
本报郴州讯 “高空抛物”写入《民法典》后，

拒绝高空抛物不再是一种倡议，而正式成为法律
层面的一项禁止性规定。6月 8日，记者从郴州
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悉，近日郴州乾通时代广场小
区完成了70多个超高清朝天摄像头安装，守护居
民“头顶上的安全”。

近年来，高空抛物致人伤亡事故时有发生，
社会高度关注，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而事故一旦
发生，因取证困难，很难查到事故责任人。“装上
摄像头之后，有利于规范居民的行为，保障小区
居民人身安全，我们住得更安心、舒心了。”居民
皮春秀为小区打造专治高空抛物监测系统的行
为点赞。

乾通时代广场有 35 栋高层建筑、居民近万
人，是郴州市首个引进高空抛物监测系统的小
区。这 70多个超高清朝天摄像头可以达到 800
万至 1600 万像素，能够 24 小时实时监控楼栋
掉下来的每一样物品，而且还具有动态捕捉技
术，能追踪到每一楼每一户，让高空抛物者无处
遁形。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邓喜军 王卓君

6月5日，长沙华慕租车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先生（左）向东
山派出所李杨中队送上锦旗。 图/受访者提供

驾培教练多次恶意违法被拉黑
本报长沙讯 多次恶意逼停后方车辆，涉嫌

危险驾驶、扰乱其他驾驶员正常行驶……因多次
恶意交通违法，被所属驾培机构解聘，长沙一名机
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被列入“长沙市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 2020 年信用黑榜（第一
期）”。6月8日，记者从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管理服务中心了解到，这是2020年发布的第一期
信用黑榜，该名教练员的种种交通违法行为经公
安交警部门、驾培主管部门查证属实，目前驾培机
构根据内部管理制度对其解聘，根据《长沙市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行业信用红黑榜制度实施细则》，该
教练员一年内不能再从事教练员的工作。

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政
策法规室负责人介绍，根据他们核实的情况，
2020年4月29日，张博文驾驶教练车在潇湘大道
上恶意逼停后方车辆四次，涉嫌危险驾驶；2020
年5月1日晚，在湘江二桥驾驶车辆时，因对面来
车时开启远光灯，张博文便用激光笔照射对面社
会车辆，扰乱驾驶员正常行为，被交警当场教育
并处罚。

2020年 5月 6日，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
管科对他进行了询问，并对驾校进行了约谈。张
博文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教练员职业道德规范和
驾培机构的内部管理制度。“我们分别从驾校和
公安机关都取得了相关证据，对这名教练员做出
了列入信用黑榜的处理结果。” 记者黎棠

6月1日，眼看着顾客邓
某的还车日就到了，汽车租
赁公司负责人谭先生要求对
方将租借的奥迪A4返还时
却被以各种理由搪塞。

再次要求对方还车时，
邓某竟非常“实诚”地告诉谭
先生，他因为没钱用，已经将
租来的车抵押掉了，得了9
万元。

谭先生觉得又好气又
好笑，对方做了违法犯罪的
事还能如此坦然，随后立马
报警。

当天，邓某就在一小区
内被民警抓获。

嫌疑人邓某是如何将租来的
三辆车抵押敛财的呢？东山派出
所李杨中队中队长唐志勇告诉记
者，对方伪造了假的身份证，然后
再用假身份证将三辆租来的汽车
给抵押出去了。

“嫌疑人目前没有工作，手头
比较紧张，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比
较缺钱，他就在租完车之后，伪造
了假的身份证件，再将车抵押给
别人。”唐志勇说，邓某伪造的身
份证上，除了姓名一栏套用了车

主姓名外，包括照片等其余信息，
都是他本人的。“他（邓某）在租车
时，通过车上存放的驾驶证等相
关证件得知了车主信息。”

“嫌疑人将帕萨特抵押了5万
元，奥迪抵押了 9万元，宝马抵押
了 12万元，总共抵押了 26万元。”
据民警估计，三辆车的价值近百万
元。原本是想让手头更宽裕一些，
邓某选择了铤而走险，但没想到的
是，民警能如此迅速地破案，这也让
他“空手套白狼”的如意算盘落空。

最近手头紧，他玩起空手套白狼

租车骗子挺实诚：
缺钱，车抵押了
伪造假身份证抵押3辆租来的汽车，涉嫌诈骗被刑拘

伪
造

身
份
证

本报记者满延坤 长沙报道

“办案神速，不辞辛劳。连夜追赃，物
归原主。”6月 5日，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
局东山派出所李杨中队收到了长沙华慕
租车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先生送来的一面
锦旗。

这面锦旗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原来，5月 31日，蔡先生将一辆黑色的帕
萨特租给了一名老顾客邓某，租期 4 天。
6月2日，蔡先生接到民警消息，得知这辆
车已被邓某抵押给了娄底市双峰县的一
位买家，邓某也已被抓获。6月4日，蔡先
生跟随民警来到双峰，找到了“失而复得”
的这辆帕萨特。于是，充满感叹的蔡先
生，在 6月 5日为东山派出所李杨中队的
民警送上了锦旗。

而最开始报警的谭先生，也是一家汽
车租赁公司的负责人，他与蔡先生遇到了
相同的麻烦事。犯罪嫌疑人邓某，伪造身
份证件，将租来的三台价值近百万的汽车
进行了抵押。目前，邓某已因涉嫌诈骗
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月 2 日，东山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
电话，长沙一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谭先生
称，5月 29日，公司将一辆奥迪A4租给顾
客邓某，租期为 3天。按理说，6月 1日就
是还车日，但是谭先生却收到了邓某关于

“延长三天租期”的要求。随后，谭先生多
次催促邓某还车，邓某不得已，才称由于
缺钱，他已经将租来的车抵押掉了，得了9
万元。

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让谭先生好气
又好笑，他没想到，对方竟如此“实诚”。
无奈之下，他只好在 6月 2日向就近的东
山派出所报了警。接到报警后，东山派出
所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并于当天在辖区
内的一小区将嫌疑人邓某抓获。

经审讯，邓某今年 29岁，娄底人。他
对自己将租来的车进行抵押敛财的事实
供认不讳。同时，民警得知，除了这辆奥
迪外，邓某还在另外两家租赁公司分别租
了一辆宝马 5系与一辆帕萨特，且这两辆
车都已被抵押。随后，民警立即与另外两
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

催促还车，对方告知已抵押

蔡先生所在的汽车租赁公
司，此次给邓某租了一辆帕萨
特。“5 月 31 日，邓某和我们签了
合同，租了一辆黑色帕萨特，租期
4天。”蔡先生说，原本这辆帕萨特
到6月3日才到期，但是6月2日，
汽车还在租赁期内时，他却接到
了警方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警察对我说，你这辆
帕萨特已经被对方拿去作抵押
了。”同时，民警告诉蔡先生，嫌疑
人邓某已被抓获。蔡先生说，听到
这个消息，自己的第一反应是“蒙
了”。“因为当时在我们这里租车的
时候，对方的手续都非常正规，所
以觉得很意外，完全没想到。”

通过帕萨特上的车载 GPS，

民警查询到其行驶轨迹。轨迹显
示，这辆车一直停在娄底市双峰
县某处。6月 4日晚，包括唐志勇
在内的 2名民警与蔡先生一起来
到双峰，将这辆黑色帕萨特成功
追回。目前，三辆“被抵押”的车
辆已全部被追回，嫌疑人也已将
非法所得基本退还。

“如果不是民警及时打电话提
醒告知，我这辆车能不能成功追回
都不一定。并且我觉得很惊讶，民
警破案能这么快，在我完全不知道
的情况下，就把嫌疑人给抓了。”为
此，6月5日，刚刚经历失而复得的
蔡先生，带着锦旗来到了东山派出
所李杨中队，当面送给了办案民警
唐志勇，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接到警方电话时，失主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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