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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长沙一道闸起落杆截断人行道和盲道相关报道

这个停车场起落杆有点
“横”

法官抖音直播给老虎搬家
本报长沙讯 10 月 22 日，株洲芦淞区法
院开展了一次特殊的执行。这次要执行的
对象，不是欠钱不还的人，不是找不到财产
可供执行的人，而是株洲市神龙公园里的
100 多只动物。
2019 年 12 月，株洲市神龙公园管理处与
被告丁某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在株洲市芦淞
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法院判决：被告丁某
将动物园所占场地返还给原告方，并支付场
地占用费。
判决生效后，丁某未主动履行义务，神
龙公园管理处遂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芦
淞法院多次对丁某下达腾园公告，耐心劝说
搬离，
丁某仍未搬离。
今年 10 月 22 日，该院依法对动物园进
行强制搬迁，并在抖音平台实行执行直播。
被执行的动物包括白虎、北极狐、孔雀、荷兰
猪、鹦鹉、大白兔等。
搬运这 100 多只动物，其中还有老虎、
狼、蛇这样的危险动物，有不少是国家保护
动物，搬运时要特别注意，既要保护动物免
受伤害，也要防止动物伤人，保障参与执行
行动的人员安全。
为此，该院执行局制定了周密的执行方
案，成立工作小组，事先联系动物安置地点，
邀请了专业人员搬运动物。
经过一天的忙碌，动物园的两只老虎及
其它动物们顺利地被搬上运输车，运往石峰
公园寄养。
记者周凌如

长沙一道闸起落杆截断人行道和盲道，
禁止行人通行；
执法部门责令整改
近日，
长沙一名网友在经过
长沙五一大道与芙蓉中路交会
处的人行道时被拦了下来，
拦住
他的不是什么人，
而是一根道闸
起落杆。
该网友称，
湖南商厦施华洛
停车场将道闸起落杆横在人行
道上，
不仅截断了人行道和盲
道，
还严禁行人及非机动车通
行，
“这种截路收费的现象令人
匪夷所思”
。
10月27日，
潇湘晨报记者
实地走访了该停车场，
发现确实
存在起落杆占用人行道和盲道
的现象，
随即联系了该停车场负
责人及相关执法部门。
▶10 月 27 日，长沙五一大道与
芙蓉中路交会处附近，湖南商厦施
华洛停车场的起落杆占用了人行道
和盲道。
图/记者张云峰

本报记者向帅 长沙报道
10 月 27 日，有网友发文举报，称路遇长沙
“最牛”的停车场。
潇湘晨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湖南商厦施
华洛停车场（以下简称“商厦停车场”
）将道闸
起落杆横在人行道上，不仅截断了人行道和盲
道，还严禁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行，并警告“后果
自负，损坏闸杆赔偿 2000 元。”对于停车场占用
人行道收费的行为，
不少市民表示匪夷所思。
芙蓉区行政执法大队文艺路中队获悉情况
后，
向停车场管理方下达整改通知，
责令其两天
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强行拆除。商厦停车场相
关负责人承诺，
与执法部门沟通后积极整改。

停车场占用人行道，
禁止行人通行
“五一大道人行道就这样被截断了，连盲
道也被堵。这么明目张胆，难道没人管一管？”
27 日，网友“老长沙”发文举报商厦停车场违规
设置道闸一事。

铁警捡到摊贩半年辛苦钱

“老长沙”说，长沙人都知道，五一大道是
主干道，也是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每天来往人流量大，
“ 这种截路收费的现象令
人匪夷所思，
真不知道是如何通过审批的。
”
“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里，也感到不可
思议”
“停车场太霸道了，晚上没注意绊倒了后
果不堪设想”
“ 盲道都霸占”
“ 人行道都变成收
费停车场了”……商厦停车场违规设道闸的行
为引发了网友热议。
27 日下午，
潇湘晨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
商
厦停车场位于五一大道与芙蓉中路交会处，入
口设在五一大道人行道上，
出口在芙蓉路附近，
这里是自助缴费，
虽设有岗亭但无人值守。
记者现场注意到，只有入口处的道闸起落
杆占用了人行道和盲道，留下供行人通行的空
间不多。除此之外，岗亭、停车位及出口道闸
等设施并无不妥。
岗亭上张贴的“长沙市公共停车场备案登
记表”显示，商厦停车场面积达 2000 平方米，规
划停车位 90 个，芙蓉区交警停管中队、长沙市

停车领导小组办公室及长沙市交警支队主管
领导在备案登记表意见一栏签字，还写有“已
核”
“合格”的字样，签字时间为 2016 年 6 月，加
盖长沙市机动车停车场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章。
停车场在入口道闸上张贴的警示语引发
路人不满：
“小心栏杆，禁止行人通行”
“严禁行
人及非机动车走此车道，后果自负，损坏闸杆
赔偿 2000 元”……因停车场位于芙蓉广场附
近，此处行人及非机动车较多，经过此处时，只
能从旁边绕行，稍不留心，极易撞到起落杆上，
从而引发事故。

两天内完成整改，
否则将强行拆除
“停车场在交警部门备案了，岗亭和道闸
按规定建好后，辖区街道、社区、交警和城管等
部门都来看过，通过验收后才对外开放。”接受
记者采访时，商厦停车场负责人王先生表示不
理解，
“ 用了四年，每天很多人通过。怎么了，
现在是要干嘛？”
王先生先是否认占用盲道，称留有空间供

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后向记者解释建停车场
的初衷，
“以前车辆在人行道上乱停乱放，行人
根本无法通行，相关部门每天锁车抄牌，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自从设停车场后，停车乱
象好了许多。
”
芙蓉区行政执法大队文艺路中队队长周
勇说，商厦停车场通过市政、城管及交警等部
门的联合审批，属于合法经营。经实地查看
后，入口处的岗亭未占人行道，但道闸起落杆
的位置确实不合适。
“在建停车场之前，这段人行道车辆乱停
乱放的现象十分严重。有停车场后，停车规范
了一些。起初，入口岗亭道闸还靠东一些，多
部门指出问题后，就往西挪到了现在的位置，
可问题仍然存在，停车场管理方态度敷衍，一
直未按要求继续整改。”周勇说，目前已向停车
场管理方下发整改通知，责令两天内完成整
改，否则将强行拆除。
接到整改通知后，
王先生意识到道闸设置不
合理，
他承诺，
会和执法部门沟通，
按要求整改。

8个子女轮流照顾103岁母亲

皮卡车翻下山坡5人成功脱险

4个儿子打理饮食起居，
4个女儿贴身照顾，
如今她是村里最长寿老人
本报记者於广强 通讯员曹知泽 长沙报道
103 岁的郭秀英生有 8 个孩子，4 个儿子 4
个女儿。17 年来，儿女们轮流照顾母亲，刚开
始每人三个月，
现在每人一个月。
这个月轮到大儿子龚梅萼，27 日中午，85

本报长沙讯 10 月 27 日，娄底新化县炉
观镇思里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
从山上滚翻至山沟，车身严重受损，车内有 5
人被困。接到报警，新化县学府路消防救援
站立即出动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皮卡车翻
倒在山沟里，车上四人已从车内自行爬出，
副驾驶座一人被卡车内无法动弹，头部受
伤，情况紧急。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利用
破拆工具将车顶、车门进行破拆，将被困人
从副驾驶座抱出并抬上担架，交由 120 急救
车送往医院救治。经检查，被困人除头部有
外伤外，无其他大碍。
据驾驶员介绍，
五人开车上山检修电路，
上山途中，因突然失控导致车直接从山上翻
滚下来，
事故具体原因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贺小玲 刘雅文

岁的他正在给母亲准备午饭：
“中午吃烧饼、喝
芝麻糊，芝麻糊好吞咽。
”
儿女的孝敬有时候也让老母亲感到“烦
恼”，
“有次和她聊天，她说自己年纪太大，麻烦
我们天天照顾。我告诉她，这个社会好，多活
几年好。”
龚梅萼说。

每个儿子家轮流住一个月，
女儿来帮忙
郭秀英家住益阳市资阳区新桥河镇爱屋
湾村，7 个子女和她住在一个村，还有一个在
外地。2003 年，郭秀英老伴去世，子女们轮流
照顾母亲。
“父亲那一辈也是这样照顾老人的，
我们当然也会这样。”
龚梅萼说。
考虑到实际情况，郭秀英的“吃轮工”这样
安排：她主要在 4 个儿子家里轮流住，4 个女儿
常常过来帮忙。刚开始的时候，每个儿子家里
住 3 个月，4 个儿子刚好一年，后来周期变成一
个月。
“每个子女照顾母亲都很仔细，从来没有
推托的。
”龚梅萼说。
今年 10 月是龚梅萼的“值班时间”，前来
帮忙的是老人的小女儿龚群英。她负责给老
人梳头、
换衣服、
洗澡等。

龚梅萼负责老人的饮食起居：
“ 早上她醒
来，我就扶她起床洗脸，然后吃早餐。到中午
再准时吃午餐。”记者联系到龚梅萼时，85 岁
的他正打算做午饭：
“一般是两个荤菜，一个素
菜。今天中午吃烧饼、喝芝麻糊。开水冲的芝
麻糊好吞咽，她含在嘴里一抿就下去了。”龚梅
萼说，老母亲年过百岁，任何食物都要煮熟蒸
烂，才利于消化。郭秀英身体不错，吃饭上厕
所都能自理。
“我给她准备了一个马桶，她方便
完了我们就帮她把马桶冲一下。
”龚梅萼说。
儿女们细心体贴，让老母亲在享受之余，
也有了幸福的“烦恼”。
“有次和她聊天，她说自
己年纪太大，要麻烦我们天天照顾。我告诉
她，这个社会好，
多活几年好。”
龚梅萼说。

文明驾驶劝导组也来
“赶集”

益阳市资阳区新桥河镇爱屋湾村，85 岁的大儿子龚梅萼正在照顾 103 岁的母亲郭秀英。
图/受访者提供

“她从小教我们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
郭秀英老人出生于 1917 年，婚后丈夫在
外打工，自己在家纺织棉花纱布、做草鞋。养
育 8 个子女对他们来说负担不小。
“ 当时家里
只有 2 个摇篮，8 个孩子抢着睡。后来有的孩
子读书去了，一些没去的孩子整天往她身上
爬。”
龚梅萼回忆说。
应对繁重家务和劳动的同时，郭秀英没有
忘记对子女的管教。74岁的三儿子龚运春还记
得她当年的话：
“她教育我们，人在社会上要正
直，
不能骗人。要实话实说，
做人不要虚伪。
“
”母
亲还说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
别人的东西送你也

不能要。
”
受母亲影响，
龚运春从小养成了自食其
力的习惯，
“看到路上别人掉的东西也不捡。
”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缺粮食，一家人经常
吃不饱饭，是最困难的时候。当时龚运春在读
小学，一天早上要去镇上考初中，出发前母亲
特意借来 3 斤米给他做饭吃：
“家里面没有米，
妈妈看到我要考初中，就借了 3 斤米给我做饭
吃，吃完再去考试。当时急着要考试，吃得非
常快，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那一次，龚运春考上了初中，后来又考上
高中，
最后参加工作时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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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大厦

本报吉首讯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才好，这是我做了半年小生意攒下的。”10 月
27 日，吉首市火车站，一名中年妇女紧紧握
住值勤民警舒晓波的手，连声地道谢。
原来，当天中午 12 时许，怀化铁路公安
处吉首站派出所值勤民警舒晓波，在车站安
检口巡视时，发现一个黑色小包无人认领。
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舒晓波打开小包进行
检查，发现里面有一台 OPPO 手机和用橡皮
筋捆扎的厚厚两摞现金。让人感到困惑的
是，这些钱全是零钞，面值最大的 50 元，最小
的 1 元，绝大部分是 10 元和 1 元的，经清点，
共有现金 3003 元。
考虑到失主一定很着急，舒晓波立即拿
着手提电喇叭逐个到候车室呼叫，寻找失
主。十几分钟后，一名中年女子匆匆赶来认
领，说自己丢失了一个黑包。经查，失主龚
某，50 多岁，湘西自治州泸溪县人，她长期在
吉首市内摆地摊，做卖鞋垫的小生意，用了
半年时间，才攒下这 3000 多元。
龚女士说，自己近几天感到身体不适，
于是收拾摊位准备乘坐 7265 次列车回家，
用这笔钱去治病。谁知当天因携带行李过
多，在过安检时将装有半年积蓄的小包遗
落在了车站安检口。收到民警送上的遗失
黑包后，龚女士万分感激，于是出现了开头
的一幕。
通讯员张绍峰 刘亚平 记者满延坤

“照顾老人也是为了把好家风传下去”
郭秀英 103 岁，是爱屋湾村年龄最大的老
人。龚运春谈起了她的长寿秘诀：
“心态好，喜
欢和别人聊天。吃东西，吃一点就适可而止，
吃饭一直少油、少盐，食物要煮得烂一点才
吃。每天准备一保温杯的水，
要喝好多。”
儿女们都说，母亲在人际关系上处理很
好，这让她心情一直是舒畅的：
“和邻里处得非
常好，现在好多人都过来看她。和晚辈也没矛
盾，
有什么事情直接讲，
从来不埋在心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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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运春告诉记者，现在一家人是五世同
堂：
“ 我大哥的重孙 7 岁，都上小学了。8 个子
女中 4 个都有了重孙重孙女。而且后辈都比
较优秀，大学生、国家干部有 10 多人。
”
“反正我们做儿女的，都是母亲生养的，不
管她怎么样，照顾她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现在
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家里也有小孩，我们把
老人照顾好了也是给晚辈做一个榜样，我们要
把好的家风传下去。
”龚运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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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为提高辖区内群众交通
安全意识，根据上级精神文明创建要求，近
日，怀化铁路公安处会同站派出所民警联合
会同县连山乡政府在“赶集日”，深入集市、
重要道口、铁路桥等地开展文明劝导活动。
10 月 26 日上午，会同站派出所组织两名
民警与连山乡政府工作人员成立联合劝导
组，通过张贴安全海报、发放安全知识传单、
现场教育等方式，
向机动车主宣传安全驾驶、
文明驾驶等知识，
对违规停放、
违规驾驶的机
动车主进行现场教育，
及时疏散堵道车辆，
为
“赶集日”
创造顺畅的交通环境。向过往群众
宣传骑摩托车不佩戴头盔、乘驾汽车不系安
全带和酒后驾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法律后
果，
为文明驾驶营造良好的氛围。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会同站派出所共计
发放宣传资料 300 份，宣传群众达 200 余人，
提高了铁路沿线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营造
了和谐平安的交通环境，促进了当地的精神
文明建设。
通讯员周欢 许又林 记者满延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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