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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海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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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3米高处跳海救下轻生女子

身边正能量

离湘工作的他

3米高处跳海
救下轻生女子
本报株洲讯 “有人跳海了，救命
啊！”11 月 6 日，在厦门市海湾公园，一
名轻生女子跳入海中，正在附近休息
的退伍军人丁继奎听到呼喊声，赶紧
冲到岸边。看到有人在水中挣扎，他
从距海面 3 米高的栏杆处跳下，救起
轻生女子。
记者了解到，丁继奎是株洲醴陵
人，1994 年到 2002 年期间在厦门海警
三支队服役，
今年初赴厦门工作。
“当时海面上没有漂浮物，浪还
比较大。”11 月 16 日，丁继奎告诉记
者，他此前并没有海域救援经验，当
时环顾四周没有发现救生圈、竹竿等
物品，为了救人，从距海面 3 米高的栏
杆 处 一 跃 而 下 ，向 女 子 的 方 向 游 过
去，顺利拉住了身体正在慢慢向下沉
的女子。这一过程，只用了 15 秒的时
间。施救中，丁继奎尽力托着女子的
身体，帮助她仰头，尽可能地面朝上，
保持呼吸。也许是冰冷的海水让女
子恢复理智，她向丁继奎求助道：
“我
不想死，你救救我！”丁继奎紧紧地拖
着女子，努力寻找支撑物。他抓住石

11 月 16 日，潇
湘晨报记者采访到
了两则正能量故事：
长沙望城区救助站
工作人员悉心照料
流浪老人5年；
醴陵
一名退伍海警，
在厦
门从 3 米高处跳海
救下轻生女子。
一个是外地人
在湖南，
一个是湖南
人在外地。无论何
时何地，
正是湖南人
这种乐于助人的品
质，
让两个故事都有
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回乡走失的她

严查严治夜间营业性场所隐患
本报娄底讯 为了进一步推动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全力打好消防安全隐患整治
“清剿”行动战役，严防各类生产消防安全事故发
生，近日，娄底市双峰县消防救援大队对辖区夜
间营业的娱乐、服务等行业进行地毯式排查，对
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营业的场所进行关停。
11 月 11 日晚上，
大队防火监督员先后来到位
于双峰县迎宾路的零点音乐会所和五里牌汽车西
站附近的西街音乐茶吧进行检查，检查人员在仔
细查看了场所的灭火器材、
安全通道、
疏散指示标
志等消防设施后，询问店员得知两家场所均未办
理开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就擅自营业了。发现问题
后，大队防火监督员立即关停了两家会所点歌系
统主机，
并对会所负责人进行约谈，
提出了具体的
整改要求，
告诫两家会所的负责人，
如果想开门做
生意就要按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重视消
防安全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据了解，为了打好“清剿”行动战役，筑牢“全
覆盖、零容忍、严惩治”的火灾防控要求，娄底双
峰县消防救援大队在不断加大市场检查频次、力
度及广度的同时，采取“白+黑”巡查模式，将专项
行动重点时间段放在白天工作的 8 小时之外，对
网吧、KTV、电影院、小酒吧、音乐会所等进行巡
查和管控。
通讯员贺超荣

救助站收留
一晃就是5年

本报长沙讯 11 月 2
日，
周吉安老人终于再次与家
人拥抱在一起。5年前，
周吉安独
自离家前往长沙探亲，
此后失去音讯。
这 5 年，年过七旬的老人是如何
度日的？原来，当时的周吉安因为神志
不清，被民警送到了长沙市望城区救助
站。11 月 16 日，记者联系到望城救助
站，
了解背后的故事。
2015 年 9 月 8 日 18 时，长沙望城区
乌山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望城区乌
山镇团山湖村的村民在路边发现了一
位流浪老人。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这
位老人 70 岁左右，神志不清，民警随即
将其送往了望城区救助站。
救助站的黄站长说，这么多年来他
们一直在帮助老人寻找家人，只是碍于
老人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物
品，老人本身的精神状态也不好，只能
求助于派出所的身份信息比对，但多年
来依旧一无所获。
虽然没能帮助老人找到家人，救助
站也没有放弃对老人的照顾。老人的精
神有问题，救助站便将老人安置在医院

头缝，确保两人的安
全。
看到丁继奎在海里救
人，岸上越来越多人加入营救，
有人拨打报警电话，有人跳下海搭
一把手，也有人取来救生圈，抛给丁
继奎。
拿到救生圈后，丁继奎第一时间
帮 女 子 套 上 ，并 开 始 带 着 她 游 向 岸
边。虽然海浪很大，游起来很吃力，
但丁继奎还是成功地将女子送到岸
边。丁继奎上岸后气喘吁吁，
“ 幸好
有人及时扔了救生圈，不然后果不敢
想象”。
15 分钟后，民警到达事发现场。
丁继奎向民警描述事情经过，确定女
子无碍，便离开了。
“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出手相
助的。”丁继奎告诉记者，虽然这次成
功将女子救上岸，但没有救援工具贸
然施救仍不可取，自己当过海警，会游
泳，且岸边也有群众帮忙，这才救上了
落水女子。
记者陈诗娴 实习生邓宁龙

火灾隐患曝光台

里接受治疗。这样的日子，
一晃就是5年。
直到今年 10 月份，事情出现了转
机。救助站决定为站里的一些身份不
明的老人们上户口，以便为他们办理低
保和领取补贴。工作人员找到了出入
境大队的工作人员为老人们拍摄了照
片。经过几年的技术升级，派出所搜索
技术有了很大提升，凭借这张照片立马
核查到了老人原本的户籍信息。
原来，老人名叫周吉安，原籍湖南
长沙，家住湖北荆州开发区玉桥社区。
2015 年 4 月 30 日，周吉安独自出门散
步，但这一去便不知所终，再也没有回
来。周吉安患有精神疾病，家人害怕她
会走失，给她专门准备了 GPS 手表定位
仪，却被她弄丢了。家人也多次来到长
沙找寻老人的踪影，
但仍然毫无消息。
终于，在周吉安走失后的第五年，
家人都以为老人已经遭遇不测时，突然
得知老人找到了。望城区救助站在获
悉老人身份后立马联系了荆州救助站，
将
老人送回了荆州与家人团聚，
11月2日上
午9时许，
阔别5年的家人终于重逢。
记者周凌如 实习生吕柔萱

同学两人为入伍每人减重60斤
本报长沙讯 来自浙江金华的邵奕寒和张
伟业，是武警湖南总队新兵团一大队的两名新战
士，为了实现自己的从军梦，在七个月的时间内
足足减重了 60 斤。训练场上，看他们已被晒得黝
黑的脸，很难想象仅在大半年前，他们还都是体
重接近 200 斤的“小胖子”。
19 岁的邵奕寒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 小时
候常听爸爸和爷爷讲他们从军的故事，我总是很
羡慕，一直想入伍。”去年，刚到参军年龄的他兴
致勃勃地来到人武部做入伍登记，却在军检的第
一关，
就因体型偏胖而被刷了下来。
与此同时，
他的初中同学张伟业，
也正经历着
同样的困扰。与邵奕寒不同的是，年长他一岁的
张伟业已连续两年，
因体重原因与入伍失之交臂。
“两次都卡在了体型这一关，
太可惜了。
”
即使入伍
后，张伟业提起当初落选的经历仍唏嘘不已。他
不愿像身边的同学一样，按部就班地升学、工作。
他说：
“我想让自己的青春有点不同的色彩。
”
减肥的道路无疑是痛苦的，
好在他们有目标，
有陪伴。邵奕寒说，
有氧训练是效果最好、
但也最
为痛苦的训练方式。每天一大早，总能看到邵奕
寒奔跑的身影。他说，每跑一步都感觉自己离梦
想中的军营又近了一点，
因此越来越有动力。
张伟业也没有松懈，健身房的训练器材见证
着他大半年来的汗水。卧推、挺举，当运动成为
了生活习惯，
张伟业的体重也逐步下降。
疫情期间，邵奕寒与张伟业通过视频连线
的方式相约云健身，两人相隔屏幕加油鼓劲，
相互比拼着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减肥路上，邵
奕寒也想过放弃。
“ 每天摄入的卡路里不能超
过一定量。”邵奕寒向记者展示了他自己制定
的食谱表，标准之严格让人咂舌。每天高强度
的锻炼、严格的饮食计划和规律作息对于常人
而言，无疑是难以坚持的。邵奕寒说，多亏了
能和张伟业一起健身，看着朋友还在坚持，他
也不甘放弃。
时间一天天流逝，两人也离共同目标越来越
近，每人都减去了整整 60 斤体重。两人从“小胖
墩”转身一变，成为了干练精神的帅小伙。
今年9月9日，
两人一起减肥成功，
并一起被分
到了武警湖南总队新兵团一大队。胸前挂着大红
花，
带着家人和朋友的祝福，
当初两个体重加起来
接近400斤的
“小胖子”
，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顺
利入伍了。
记者陈诗娴 通讯员杨可萌 李弘乾

坐轮椅的他们
“跑”
完全程
4名脊髓损伤者现身长跑活动现场，
年龄最大者43岁

没想到那么多人给我加油

本报记者於广强 长沙报道
11 月 15 日 ，在 长 沙 举 办 的 一 场 跑
步 活 动 上 ，长 沙 县 4 名 脊 髓 损 伤 者 用 轮
椅“ 跑 完 ”全 程 8.5 公 里 ，成 为 赛 场 上 的
“ 明 星 ”。
4 人分别是吴帆、盛文定、彭林、刘涵，
年龄最大 43 岁，最小 31 岁。据了解，4 人
都曾因脊髓损伤无法行走，后来互相认识
成为好哥们儿，经常一起参加各种活动。这
次活动他们早就约好一起参加，并选吴帆当
队长。

▶11 月 15 日，长沙，脊髓损
伤者用轮椅参加跑步活动。
图/受访者提供

上坡拒绝别人帮助
16 日上午，记者见到了队长吴帆和年龄
最小的刘涵，两人正在一起讨论 15 日参赛
的体验。吴帆今年 37 岁，当过兵，从 2018 开
始参加各类马拉松，平时则在附近公园练习
备战。记者看到，常年锻炼让他上身非常结
实，双臂粗壮。
“之前参加长跑活动都是 21 公里，或者
全程 42 公里多。昨天的 8.5 公里对我来说
不累。”吴帆回忆起当天的情形，早上 9 时 30

分一起出发。由于坐着轮椅，一路上吸引了
不少参赛者关注，纷纷为他点赞。有人跑到
他身边给他竖起大拇指，有人跑过他身边的
时候，
大喊一声“加油”
。
途中有两个上坡，这对吴帆来说“小菜
一碟”，但毕竟是上坡，他放慢了速度。
“这时
候突然有人从后面来推我，我说别推，慢一
点无所谓，我自己来，名次不重要，我们就是
过来锻炼身体。”吴帆婉拒了这份好意，可对

方硬是将他推上坡才离去。在第二个上坡，
他自己“跑”
了上去。
吴帆表示，以前他去外省参加长跑活
动，有些坐轮椅的人就在后面贴上“请勿助
推”
的字条，
不希望别人帮忙。
4 人中吴帆最先到达终点，花了 43 分 09
秒。
“ 对我们来说，名次不重要，重在享受这
个过程，比一个人跑有氛围，大家给你加油、
鼓掌、呐喊，
让人充满力量。”
吴帆说。

两年来，吴帆参加的长跑活动不计
其数，主要是在外省。一次去贵州跑半
马让他印象最深，出发时天气好，到一
半下起大雨，他全身湿透，戴的手套也
沾水打滑，推不动了。吴帆说：
“ 感觉
特别辛苦，想着放弃。但还是坚持下
来了。”
在没有参加长跑前，由于常年坐轮
椅运动少，吴帆体质不好，下肢会有并
发症，
“ 每年都会发炎、发烧，还需要打
吊针。经过这两年锻炼，体质增强，并
发症减少了，
感冒吃药几天就好”。
“他是‘老手’了。”听到吴帆夸自己
身体好，旁边的刘涵打趣说。刘涵今年
31 岁，是 4 人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第
一次参加长跑活动。刘涵说：
“ 吴帆一
直想让我参加，说去一次，就上瘾了。
我也想给自己一次锻炼机会。”
跑完全程，刘涵相信了队长“会上
瘾”的描述。
“ 特别是那个氛围，去之前
想过偶尔会有人为你加油，到了后没想
到有那么多人。特别是很累的时候，别
人一句加油，让你顿时又充满力量。”刘
涵说。刘涵告诉记者，还有人专门跑到
他面前，为他加油，
“ 他说你是最棒的，
听到这话我只想拼命往前”
。
据了解，吴帆和刘涵都是长沙县希
望之家脊髓损伤者服务中心的受助
者。
“作为特殊群体，他们聚在一起有更
多话题，也很自由。我们将他们组织起
来，让老轮友带动新轮友，就像吴帆带
动刘涵一样。
”该组织负责人说。

“全民K歌”
涉色情低俗被查处

失主挂断民警30多个电话：
误以为是骗子
本报益阳讯 一名市民装有数千元现
金的包丢失了浑然不知，被拾金不昧的市
民捡到交给警察后，民警连打 30 多个电话
联系失主却被误以为是骗子。11 月 15 日下
午，益阳资阳区民警几经周折，成功处理了
一起令人哭笑不得的失物招领警情。
11 月 15 日 14 时许，市民徐先生报警
称，在资阳区锦绣欣城路边捡到一个女式
双肩包，包内有不少财物。徐先生表示，自

己另有急事要办，没空找失主，因此只能请
民警帮忙。接警后，民警姜伟、蔡强、庄啸
迅速赶到现场，从徐先生手中接过双肩包，
发现包内有 3000 余元现金、六七张银行卡，
但没有有效身份证件。民警将包带回警务
站，仔细清点，从包内一张发票上找到了失
主相关信息。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当民警
对着号码打过去告知对方时，对方却怎么
也不相信自己丢了包，误以为表明了身份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潇湘晨报大厦

的民警是骗子。在挂断民警电话后，对民
警连续追加的十余次电话不予理睬。
考虑失主一时没发现背包遗失，民警
稍微缓和了一阵，待通过其他渠道再次确
认失主电话号码没错后，继续换号码联系
失主。又拨打了十几次电话后，对方接通
了电话，民警不厌其烦地解释，对方依然将
信将疑。民警表示，不放心的话可到警务
站当面沟通。17 时 30 分许，终于意识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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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求助热线：
0731-85571188

己财物遗失的周女士让丈夫和妹妹匆匆赶
到资阳快警马良警务站，从民警手中顺利
领回了背包。
经询问，原来，当天下午，周女士到乡
下办事将包放在妹妹家，周女士妹妹外出
跟朋友聚会后，9 岁的侄女偷偷背着她的包
出来玩，一不小心弄丢了，幸好被拾金不昧
的好市民徐先生发现。
记者陈诗娴 实习生邓宁龙 通讯员何佑

广告招商热线：
0731-8557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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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16 日
通报，近期，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部署广东省
“扫黄打非”部门，对“全民 K 歌”App 传播色情低
俗歌曲、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等突出问题进行查
处。广东省“扫黄打非”办联合省网信办约谈腾
讯公司，责令全面整改；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对运营“全民 K 歌”的腾讯音乐娱乐
（深圳）有限公司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经查，
“ 全民 K 歌”软件由腾讯公司开发运
营。该平台“交友陪玩”项目中部分歌房主播露
骨聊天互动，通过涉性内容诱导观众刷礼物。
平台首页短视频推荐中，部分“舞蹈”视频带有
明显性暗示。平台上登载有明显涉色情低俗内
容歌曲，用户在平台内能够搜索到相关资源，部
分用户进行翻唱并在翻唱音频中改编更加露骨
的歌词。平台评论区中部分评论内容污言秽
语，一些账号为色情平台引流。该平台上线的
青少年模式未发挥应有作用，青少年模式下仍
能搜索到色情低俗信息。上述行为构成了提供
含有宣扬淫秽、危害社会公德内容的互联网文
化产品，违反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
规定。依此，对产品运营公司作出了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以顶格罚款的行政处罚，责令立即改
正有关违法行为。
据了解，目前，腾讯公司依照整改要求，严肃
处理责任人员，对“全民 K 歌”App 进行 30 天整
改，下线“交友陪玩”功能；进一步排查清理平台
上涉黄歌曲色情低俗视频、评论区违规发言等有
害信息，处置封禁违规账号和歌房；立即关闭青
少年模式下的站内搜索功能，对该模式下的安全
机制和产品功能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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