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高考
贫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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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海鹰为救人英
勇献身后$留下了三个孩子$这个三
孩子的入学情况也成为人们关注的
问题% 今天$记者从临高县教育局获
悉$该局已对吕海鹰的三个孩子的入
学问题做出了妥善安排%

据了解$吕海鹰$%岁的大儿子吕
直彬在儋州一所中学就读$今年初三
毕业$本想读高中$吕海鹰英勇献身
后$懂事的孩子考虑到一段时间内母
亲的情绪会很低落$他想留在母亲身
边% 为了既能陪家人又不影响学业$

他想在本地中学复读初三一年%

临高县教育局局长谢吉红告诉
记者$为吕直彬的孝心所感动$该局
决定同意吕直彬在和舍中学复读初
三$并帮助其办理学籍转迁手续%

谢吉红说$吕海鹰的二儿子吕启
华也是在儋州那大一所小学读书$如
果吕海鹰家愿意$该局可以帮忙转回
和舍中心学校就读$其小女儿吕家静
也可以安排到和舍幼儿园入读%三个
孩子上学的一切费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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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时许$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一行人$来到白沙
见义勇为英雄少年符壹的家$慰问符
壹的家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
杨亦平代表省委政法委& 省综治办&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将&万元慰问金
交到了符壹父母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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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考验我$'月份考验父母$我考上大学
了$ 父母又在为我上大学的事发愁
了% (王大嶂展示了他的'幽默(% 只
是$他的笑容背后$难掩担忧% (月)(

日$他将从海口出发$坐火车前往将
要就读的青岛科技大学%这是他第一
次坐火车$还要在广州转车% 对于这
陌生的旅途$他不害怕%他担心的是$

他去上大学$父母到哪里给他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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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嶂一家*口住在伯父帮忙建
好的瓦房内$ 隔成了+个小间% 高考

前$他和妹妹在屯昌中学读书$弟弟
在新兴上学$父母在乡下务农% 因为
母亲有严重的风湿病$家里的事情基
本上靠父亲来做% 在他们村里$主要
经济来源就是种水稻和冬季瓜菜%父
母勤劳$家里的地不够$就租了别人
家的地来种% 即便勤劳$但因瓜菜的
价格时好时坏$ 有时候天气不好$还
可能亏本%

'天气好$价格好的时候$一年瓜
菜收入能有五六千元%(王大嶂告诉记
者% 但为了赚这点钱$父母很是辛苦%

农忙的时候$他们在学校上学$家里舍
不得花钱请人$母亲有风湿病$为了摘
瓜菜$ 还是要在凌晨两三点就起来摘

菜% *点多钟的时候$再由父亲骑着摩
托车$ 送到+,多公里以外的澄迈永发
瓜菜收购市场出售% 只有碰到放假$

他们+个孩子才能起来帮父母的忙%

王大嶂心疼父母供他们读书不
容易%每当开学时候$要是收成不好$

父母就要东拼西凑$才能把他们的学
费凑齐% 但即便这样$父母还是对他
们很舍得% 平时$父母在家根本不吃
肉$只有+个孩子都放假回家时$全家
才改善一次伙食%

除了在家时很勤快$懂事% 在学
校的时候$ 心疼父母的他也很懂事%

初中&高中的时候$为了省下)"多元
钱的路费$ 他一个多月才回家一次%

因为$那)"多元的车费$是他好几天
的生活费% 从高二下学期开始$他更
是一个学期回家才两三次%没有生活
费了$就让也在屯昌中学的妹妹带过
来$ 或者让父母存进他的银行卡内%

在学校的时候$ 他还要照顾妹妹$抽
时间了解妹妹的学习情况$给妹妹辅
导功课%每当看到妹妹吃比较便宜的
饭菜时$ 他都会很心疼$'她刚上初
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饭时一定
得吃好点才行% (其实$王大嶂也正是
长身体的时候$但他每次打饭都挑最
便宜的$把好吃的让给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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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王大嶂一直是班里的
班干部% 高中时$ 他高一是班长$高

二&高三是班里的团支书%学习之余$

他还与其他班干部一起$组织&策划
一些活动% 说起组织活动$王大嶂说
并不担心会耽误学习%而他的班主任
吴圣文老师也对他的表现很满意%虽
然王大嶂在重点班里成绩不是最好
的$但他一直很勤奋$也很热情地参
与到各种活动中%

高三是比较辛苦的一年$看到别
的同学都很努力学习$王大嶂也不甘
示弱$ 把每一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很
紧%每天早上&点起床学习$午饭和晚
饭时间$ 都比别人在教室多呆$个小
时$争取多学一点%吃完晚饭后$稍微
运动一下$再继续看书$晚自习后回
到宿舍$再和室友们一起熬夜到$)点
多才睡觉%

今年$王大嶂考了理科&+(分$上
了一本$他选择了青岛科技大学的高
分子材料工程!GHIJ"专业%这个
专业$他很喜欢$也有信心学好%只是
大学%年的费用$对他的家庭来说$如
何筹集) 经过两个多月的四处借钱$

父母勉强凑齐了他的学费% 为了省
钱$看着接近两千元的飞机票$他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车费+""元的火车%

但是他的生活费&今年种冬季瓜菜的
费用& 弟弟妹妹的学费又该怎么办)

看着父母每天为钱奔波$乐观&爽朗
的王大嶂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
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他如何安心踏
上去大学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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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介绍说$ 他的哥哥于)""*

年被人故意杀害致死$ 留下了嫂子带
着+个孩子艰难生活$ 其中)个儿子还
有多年的吸毒史% 作为孩子的叔叔$他
便主动承担起帮扶的重任$ 但是两个
侄子都是屡教不改$ 让他十分头痛%

'两孩子这样下去都完了$但是没想到
片区民警钟警官却一直关注着这)个
孩子% (梁先生说$在他的哥哥去世后$

他与钟垂冬合力将大侄子阿裕送往戒
毒所强制戒毒$)"$"年底$阿裕戒毒期
满后$钟垂冬主动上门谈话%

'他家的顶梁柱塌了$作为家里的
老大$ 再吸毒下去$ 这个家就真的完
了* (钟垂冬说$鉴于这个家庭的特殊
情况$他特别关注着$在阿裕戒毒期满
后便主动帮他规划安排以后的生活$

监督他撑起这个家%

$%日$ 记者来到阿裕家在十字路
农贸市场内开的早餐店$ 看到他的妈
妈和妹妹正在忙碌着准备生意$ 而阿
裕跟朋友出去钓鱼休闲了$ 生活安乐
平顺%

'我们说的话对阿裕有时不起效
果$ 但钟警官教育说服的效果还不
错% (梁先生说$戒毒期满后$钟垂冬便
帮忙张罗着给阿裕在三亚找了份开挖
掘机的工作$ 并随机突击给阿裕做尿
检测试$技术性监督他是否复吸毒品%

钟垂冬特别欣慰的是$ 阿裕对他十分
信任% '他偶尔会打电话过来$或求助

或解心结$非常真诚% (钟垂冬说$阿裕
的家人并不完全信任阿裕$ 一直怀疑
他复吸毒品$往往让他十分委屈% 而他
则反其道而行之$ 给予阿裕最大的信
任$ 甚至当他的叔叔硬拉他到派出所
尿检的时候$钟垂冬都会力挺阿裕$不
做尿检测试$保全对他的尊重和信任%

'给予他最大信任的回报也没有让人

失望$阿裕至今没有复吸% (钟垂冬说$

现在阿裕已回到海口$ 帮助妈妈打理
早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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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钟垂冬开车路过他的家$住
在育成商业街的李先生便赶紧招手上
前打招呼% '现在他的儿子阿辉毕业成
家了$我这边也就放心了% (钟垂冬说%

原来$李先生的二儿子阿辉今年-月份
刚刚结婚$在帮忙打理家里的厂子$而
这都含有钟垂冬的一份苦心%

)""*年$ 钟垂冬刚调到龙泉派出
所的时候$某天$阿辉因为在学校与同
学关系相处紧张而被老师训斥$ 而父
母当时还怀疑阿辉在外吸毒$ 与他沟
通谈崩后$ 阿辉当即抢了妈妈的摩托
车离家出走%

'当时我赶紧把家里的情况反映
给派出所$当时钟警官当班$不仅把儿
子给我劝回来$ 而且以后一直关注他
的状态$ 持续不断地关注了将近(年$

直到阿辉结婚成家% (李先生说$钟垂
冬得知阿辉在学校与同学关系相处不
好$便帮忙奔走$最终阿辉成功转学到

文昌中学读高中$重新开始新生活$后
来还考上了三本的大学%

'原来我们以为儿子就废掉了$但
是自从那次出走后$ 钟警官一直关注
帮扶他$成了他的知心大哥$儿子能成
才$这里面有钟警官一份功劳% (李先
生说$ 后来钟垂冬每次工作路过他家
门口都会进屋坐坐$沟通阿辉近况$逐
渐的他们明显感觉到阿辉的改变% '学
习也明显有进步$ 跟家里人和学校同
学的关系都融洽了很多$ 回想起来就
特别感谢钟垂冬% (李先生说$阿辉现
在每次逢年过节或返家得空的时候都
会去看钟垂冬%

龙泉派出所所长吴淑军告诉记
者$钟垂冬负责的辖区人口最为密集$

发案率相对较高&纠纷较多$还是逢暴
雨必淹的重灾区$ 但钟垂冬凭借经验
和耐心$ 赢得了辖区村民的认可和信
任$'村民在山里迷路$他可以徒步)个
小时去找人$将老百姓安全带回来$这
都是他在农村派出所工作中走山路积
攒的经验% (

而钟垂冬认为$ 在工作之余能帮
助到老百姓$ 这是作为一名警察该做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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