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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何雯）“他们夫妻俩克服
人手不足、购买食材困难等问题，抗
疫期间坚持每天为我们送早餐，真
的很不容易，这种义举让大家非常
感动！”3月23日，一说到戴怡斌夫
妻连续 20 天为医院医务人员免费
送早餐之事，新邵县红十字医院党
支部书记吴继胜赞不绝口。

3月2日，在新邵大坪开蛋糕店
的戴怡斌听朋友说，由于周边餐饮
店没开业，每天面临高强度工作的
新邵县红十字医院医务人员基本靠
泡面当早餐。戴怡斌和妻子自丽合
计，决定每天为该院一线医护人员
免费配送早餐。

从此，每天早上6时多一点，年
轻的小两口就开始为 50 份爱心早
餐忙碌起来，准备食材、煮蛋、和面、
烘焙、分切、包装……然后再由戴怡

斌开车赶在8时上班之前送到红十
字医院。因店内工作人员均未返岗，
所有事务都是戴怡斌和妻子亲力亲
为。“有时是两块面包，有时是一块
蛋糕加一个鸡蛋。本来想多搞些花
样，可人手不够。”戴怡斌每天送到
医护人员手中的早餐，始终都冒着
热气、带有余温。

当记者问起他俩送爱心早餐的
初衷时，朴实的两夫妻异口同声：在
这么严重的疫情面前，医护人员冒
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太
了不起了。我们大事做不了，就做一
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吧！

随着新邵疫情的持续向好，目
前各类餐饮店已陆续开业。3 月 21
日，在红十字医院的一再婉拒下，戴
怡斌的爱心早餐才停止了配送。据
了解，他已为该院医护人员共配送
爱心早餐900余份。

配送“爱心早餐”温暖“白衣天使”
3月12日下午，一名男婴在隆回县

城降生。当日，这位男婴收到了多地亲
人的热情祝福：“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
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他们打拼出一个
无‘毒’世界……”

孩子的奶奶、今年53岁的隆回县
桃花坪街道梨子园社区第六网格长
胡花红，怀抱新生命，往事一幕幕浮
上心头……

含辛茹苦

胡花红的大儿子振鹏出生于1991
年，孩子的爷爷是省示范中学隆回二
中的高级教师，老人家有着他们那一
辈知识分子特有的家国情怀，他给孩
子取名“振鹏”，意即“鹏飞万里，振兴
中华”。28年以后，这孩子居然真的踏
上了万里援疆之路。

“鹏鹏年仅三岁就能背诵不少唐诗
宋词，聪明伶俐，但算不上一个听话懂
事的孩子。这让我和孩子爸爸十分头
痛。”胡花红回忆。她丈夫邹文潮当时在
隆回二轻系统工作，是一头小有名气的

“老黄牛”。更可贵的是，他除了踏实肯
干、技术过硬外，还关心时政，能写一手
好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作品。

“当年，我经常笑我老公‘吃着地
沟油的命，却操着中南海的心’。但他
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细细回想
起来，孩子爷爷和爸爸代代相传的执
着家国情怀，可能潜移默化影响了孩
子们。”胡花红说。

1993年，随着社会转型，胡花红夫
妇先后下岗。下岗之初，胡花红几乎天
天都哭，哭改革浪潮无情，也哭自己夫
妻和年幼的儿子从此失去了生活来
源。这时，瘦削的邹文潮安慰妻子：国
家的政策必须要服从，我们还年轻，只
要有勤劳的双手，一定能创造出美好
生活。于是，他开始到处打工，而胡花

红也摆地摊、卖小菜，含辛茹苦抚养教
育孩子们。

亲情似水

胡花红的女儿阳胜兰其实是她姐
姐的独生女儿，由于胡花红家住县城，为
了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所以从小学开
始，她姐姐就将女儿寄住在胡花红家，和
弟弟鹏鹏一起就读于东方红小学。

姐弟俩一起上学放学，同吃同住，
如同亲生姐弟。“老公也非常喜欢兰
兰。记得那时每到放学时间，只要不加
班，他都会骑着他的永久牌‘二八大
杠’自行车去接姐弟俩放学。那时兰兰
总坐在后座，鹏鹏就坐在车架横杠上
加装的小椅子里。姐弟俩一路吵闹嘻
戏，不分彼此。”胡花红说。

2005 年，一直学习成绩优异的兰
兰顺利考入中南大学湘雅附三医院，
随后，她与同医院的内分泌科总住院
医师刘升平组成了小家庭。今年2月8
日元宵节那天，38岁的刘升平作为湘
雅三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奔赴武
汉，并于次日加入“战疫突击队”，和全
国其他20多名医疗专家重点支援武汉
同济医院重症病区。

胡花红的小女儿胡倩比儿子邹振
鹏小四岁。她本是胡花红弟弟的女儿，是
一个苦命又争气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努
力和姑妈、姑父的精心教导，现在已经是
长沙市康乃馨医院的护士长，同时也是
一名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

胡花红的弟弟上世纪90年代下岗
后，夫妻之间矛盾激化，最终导致离
婚。突遭下岗、离婚双重打击，胡花红
的弟弟意志逐渐消沉，终日醉酒度日。

为让胡倩走出家庭破碎的阴影，
胡花红和丈夫商量：姑妈也是妈，干脆
把倩倩接到我们家来生活。虽然当时
家里的经济条件很不宽裕，但忠厚善

良的丈夫还是同意了她的意见。
2008年，胡倩初中毕业，懂事的她

想着尽快学习一技之长参加工作，毅然
决定就读原邵阳卫校。毕业后顺利进入
长沙市康乃馨医院工作并渐露头角。

“五子抗疫”

2009 年 7 月的一天，邹文潮因积
劳成疾导致肺部纤维化，不幸病逝，年
仅 42 岁。弥留之际，邹文潮嘱咐身边
孩子们：“不管你们今后高居庙堂，还
是身在江湖，一定要爱我们的祖国，要
尽己所能，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
的人。”

邹文潮辞世后，陆续有亲朋好友
劝说40出头的胡花红改嫁，但一想到
孩子，胡花红就打消了念头。困境是人
生最好的大学，父亲去世后，一向调皮
的鹏鹏好像一夜长大，同年冬季征兵，
他毅然投笔奔赴军营。2010年，19岁的
邹振鹏在部队因表现突出光荣入党。
短短两年军旅生涯，他多次立功受奖。
2014 年，退伍返乡的他参加湖南省公
务员考试，以本岗位综合第一名的成
绩考入人民警察这一光荣集体当中。

去年10月，邹振鹏响应党和政府
号召，奔赴新疆开展援疆工作。2020年
春节新冠疫情阻击战打响以后，他和
妻子、姐姐、姐夫、妹妹一道，分别在新
疆、武汉、长沙各自的岗位上英勇抗
疫。而作为长辈，在牵挂儿女的同时，
胡花红也在隆回县桃花坪街道梨子园
社区扎实履行着自己第六网格长的职
责。2月18日，《邵阳晚报》一版还刊登
了关于他们“全家总动员，携手齐战

‘疫’”的优秀事迹。他们相约：战“疫”
胜利时，齐聚桃花坪。

新冠疫情阻击战打响以后，隆回县城社区网格长胡花红的五个孩子，分别

在多地与疫魔展开殊死搏斗

“五子抗疫”背后的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这是一个真情涌动的季节，
这是英雄凯旋的日子。连日来，我
们通过电视荧屏、手机视频收看到
湖北各地党政领导、人民群众饱含
热泪，用最高的礼仪欢送抗疫医务
战士胜利凯旋的场景——警车护
卫，摩托开道，人们拉着横幅，手捧
鲜花，热情欢送，依依不舍……画
面激动人心，场景令人泪目。

这是中国人联合抗疫初战告
捷后洒下幸福的泪。两个多月前，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疫
情肆虐荆楚，继而蔓延全国，消散
了春节祥和的气氛，人们的脸上无
不露出忧虑、惶恐的神情。危急关
头，党中央一声令下，周密部署；
各级党政全面动员，靠前指挥；社
会各界闻令而动，紧急布控，一场
全民抗疫阻击战在神州大地迅即
打响。很快，十天建成医院，展示
中国速度；各类物资筹集，显示中
国力量；八方力量驰援，彰显制度
优越。随着整体战的科学有序推
进，病魔控制住了，死亡率降低
了，新染病例归零了，人们焦虑的
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灾难考验综合国力，抗疫凝
聚党心民心。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再次于灾难中挺起，愈挫愈勇
的中华儿女再次见证了只有在社
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下，才能体现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无穷力量，也
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执政为
民、福泽华夏的初心使命。“今生
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当摆脱病毒欺凌、重新畅快呼吸
的人们发出这一句共同的心声
时，怎能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这是国人见证人间大爱后流
下感动的泪。人们不会忘记，全民
抗疫大会战打响之初，一队又一队
白衣战士向着疫情重地——湖北
武汉冒险逆行、紧急开拔。他们有
的刚值完夜班，来不及回家；有的
亲人身患重症卧在病榻；有的刚度
蜜月，身披婚纱；有的正休产假，怀
里抱着嗷嗷待哺的娃……然而，疫
情就是命令，防控责任重大，身为
白衣战士，胸怀家国天下。两个多
月的日日夜夜里，他们与时间赛
跑，争分夺秒；与病魔搏斗，全力拼
杀。累了，靠在椅上喘口气。困了，
掏出风油精额上擦。心里一遍遍叮
嘱自己：病毒未除，决不趴下……
他们用医者仁心，解除了患者的痛
苦；用人间大爱，抚慰着感染者心
灵的创伤；用责任担当拯救出一个
又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义无反顾
地来，依依不舍地走，爱洒隔离病
房，情留荆楚大地……

最美逆行者，武汉永远记
得你！

◆街谈巷议

热泪洒满凯旋路
刘克勤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当时一时糊
涂，干了蠢事，幸好你们真诚的帮助，
才减少了损失。”日前，在大祥交警大
队事故处理办公室里，几名事故当事
人握着民警的手，表达自己的谢意。

企图顶包被识破

1月20日23时55分许，市交警支
队大祥大队值班民警黄棣接到报警电
话称，在邵州路与客村路交叉口，发生
一起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其中一车
侧翻在道路中央，需要民警现场处置。
接警后，黄棣立即带领辅警金焕然赶
到事故现场。

在现场，黄棣迅速按照事故处置流
程，摆放警戒锥桶，疏导往来车辆，防止
发生二次事故。在询问谁是驾驶员时，

一男一女两人走到黄棣身边，声称自己
就是驾驶员。黄棣向两人问询事故的来
龙去脉，可两人对事故的陈述模棱两
可，含糊不清，让黄棣疑惑顿生，他敏锐
地感觉到，这二人的说词有“猫腻”。

为查清真相，黄棣移走车辆，恢复
交通后，将二人带至大队执法办案区
进一步调查。经过调查取证和法律宣
传，二人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果然不出
黄棣所料，二人并非本起交通事故的
驾驶员，而是事故发生后，双方驾驶员
担心自己涉嫌酒后驾车受到处罚，请
他们二人临时来“顶包”的冒牌货。

设身处地显关爱

很快，真正的车辆驾驶员来大队
接受了调查。经调查，二人没达到酒后

驾车的处罚标准，但二人的行为构成
了交通肇事逃逸。由于两台车子的损
失都很大，驾驶员希望黄棣“网开一
面”，不要追究他们肇事逃逸的过错，
以便获得保险公司理赔。黄棣断然拒
绝了双方驾驶员的错误想法，并根据
法律规定，依法给予二人相应处罚，

“顶包”驾驶员也受到了相应处理。
法律无私，民警有爱。保险赔付这

条路走不通了，为减少双方当事人的损
失，黄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积极思考
为当事人减少损失的途径。他设身处地
与事故当事人探讨减损方案，上门到市
区车辆维修厂征求维修意见，为事故当
事人提供可供选择的最优维修方式，双
方当事人达成赔偿协议，受损车辆及时
得到了修复，而且少花了上万元。

就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协调，这
起交通事故在民警的帮助下，顺利结
案。双方驾驶员感慨地说，发生交通事
故后，不能心存侥幸，只有依法办事，
才能保障合法权益。

顶 包 穿“ 包 ”记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胡忠国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杨红霞） 3月23日，新宁
县人民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新宁县
某机动车安全检测公司发出搜查
令，对其经营点新宁县某机动车安
全检测站进行搜查，这是2020年新
宁县人民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的首
张搜查令。

2018年8月，申请执行人贾某在
该检测站检车时受伤，造成各项经
济损失共计31万余元。经新宁县人
民法院审理判决，由检测公司赔偿
27.9万元，扣除之前已支付的医药
费，还应支付13.2万元。检测公司不
服提起上诉，经邵阳市中院终审判
决，检测公司还应支付贾某12.9万

元。判决生效后，检测公司拒不履行
生效裁判文书。该案进入强制执行程
序后，检测公司自动履行了10万元，
新宁法院扣划其银行存款1.2万元，
尚有1.7万元未执行到位。经多次协
调、催促未果。为切实维护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新宁法院决定采取强制措
施，对检测公司所经营场所新宁县某
机动车安全检测站进行搜查。

搜查当日，执行人员依法向检
测站工作人员出示搜查令和相关证
件之后迅速对其前台、财务室等场
所进行搜查，当场搜出现金人民币
8300 元，存入了执行专项账户，并
于24日下午将剩余的8700元执行
款全部履行到位。

发出搜查令 破解执行难

◆◆ 社 会 广 角社 会 广 角

3 月 22 日，市农科

院专家前往隆回县金石

桥镇上花园村，为湖南

“绿远一线种植专业合

作社”和湖南一线情农

业有限公司种植龙牙百

合、玉竹和太子参进行

技术指导，打造“中药材

种质资源圃”及示范基

地，为乡村振兴发挥“领

头雁”作用。图为专家对

农户进行龙牙百合种植

技术指导。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通讯员 张礼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