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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廷芳

想发财、想有学问、想帮助他人、想造福
一方……每个人都有追求、抱负。 时时刻刻，
种种冲动在撩拨我们。

时代真好。 美梦成真、一展抱负的平台
真多。 请看今天本报的报道———

种田栽橘的旧山村，干起了玫瑰生态休
闲业，玫瑰茶卖高价，村里四季有游客，“玫
瑰哥”自己发财当上“百万富翁”，全村人跟
着沾光。 “玫瑰哥”创业很难吗？ 似乎没有难
倒他；

舅老爷三兄妹，原本家家跑运输，日子
富足。 如今规模种田赚大钱，人往高处走，三
兄妹掉转船头搞农业， 今年创收目标450万
元。照此下去，小康很快变大康。舅老爷很难
吗？ 难在开头，坚持一下就挺过去了；

倒是守单车棚的兄弟，以自己的学
术成就，一举加入了国家级学会，这个
真难。毕竟他腿脚不灵，又无工作便利，

更无资金支撑 ， 却采集了4万多
只、上千个品种的蝴蝶标本，填补

了收藏 、科普 、研究空白 ，

这是对矢志追求、贵在坚持的回报；
没结婚的姑娘，被人唤做“亲妈”，母亲这

个词在这里改写，足以为天下人楷模。 每个人
都有善良之性，扬善安良，济世惠民，“亲妈”
能做到的事，你我也有能力、有机会做到；

有点悬的，是那一对“好老婆、好老公”，
两人都已经辞职， 开办公司尚无像样的收
入，家庭生活、公益事业哪里来钱？ 但他们决
意选择 “想要的生活”， 这种勇于创造的精
神，我们在比尔·盖茨、马云的身上，都看到
过。 祝夫妻好运；

湖湘素来不缺刚毅勇敢之士。 衡南县那
位女村支书，想修一座“高桥”，想了整整16
年，终成正果。 那股霸蛮劲，感动了老百姓。
衡山一带，真是代有女杰数风流。

本报作为省委机关报， 正宜广泛传
播这些故事，加以大力褒扬，以启迪众
多来者。 他们既有物质的富翁———创
业利己利他，又有精神的富翁———“达
则兼济天下”。 他们的生活，因不畏艰
难、果敢行动而精彩；社会的画卷 ，
又将因更多的人付诸行动 、竞
相圆梦而绚丽。

本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玫瑰哥”叫谢检华，邵阳
市北塔区陈家桥乡望城坡村
的玫瑰园庄主。

6月4日， 记者来到他的
300亩玫瑰园里，大批游人正
在游览观赏。忙得不亦乐乎的
谢检华告诉记者：“过去没搞
休闲农业，我们做玫瑰茶只是
自己喝，现在可成了游客们喜
爱的食品。 以1公斤玫瑰干茶
卖300元计算， 我现在存货
500余公斤， 预计到7月将收
入近15万元。 ”

被当地称为“玫瑰哥”的
谢检华， 滔滔不绝谈起了近5
年创办玫瑰休闲园的经历。

2009年10月以来， 他在
村里承包300余亩山地，购进
玫瑰精油提炼设备、温保烘干
机等，请来园林专家做技术指
导，请湖南师大教授作整体规
划，开发乡村玫瑰产业。去年，
他和他的团队成立了邵阳市
雪湘玫瑰合作联社、邵阳市大
地生态农业公司，开设了玫瑰
行业门户网站，利用网络平台
推广食用玫瑰，还入股省玫瑰
产业合作联社。 据预计，今年

玫瑰园收入将超400万元。
村支书胡卫国告诉记者，

全村9个村民小组1100人，
以前大多种菜、种柑橘，到
了收获季节， 大家肩挑
手提四处叫卖， 收入
较低。 自从兴起玫瑰
生态休闲业，一
年四季都有人
来游园赏花，村
里食用玫瑰美
名不胫而走，产
品卖到了大
城市，村民户
均土地承包
年收入增加
近800元。

“村里路
通了、 水清
了、 路灯亮
了，离真正实
现全村幸福
家园梦也不
远了。 ”胡卫
国满怀信心
地说，一幅玫
瑰生活新蓝
图，已在望城
坡村徐徐展
开。

本报记者 李国斌

老婆叫陈丽华， 老公叫陶功财， 都是浏阳
人。

辞公职，做公益，造福小朋友，开办互联网
公司，二人夫唱妇随。

今年32岁的陶功财，2010年部队转业回到
浏阳， 成为当地森林公安局民警， 属公务员编
制。 他业余喜欢写作，是长沙市作协会员。

去年，他把几年来育儿的心得，写成《好爸
爸缔造孩子一生》一书。

今年3月2日， 陶功财发出一条微博：“捐稿
费2664元给小鬼当家图书馆”，表示在收到《好
爸爸缔造孩子一生》稿费后，按照当初出版社每
卖1本捐1元稿费的承诺，捐出2664元。

小鬼当家图书馆， 是陶功财去年发起创办
的公益图书馆。 他在陪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发现
看书很不方便，就想建立一个图书馆，让儿子和
小伙伴们有地方可以看书。 2012年11月11日，陶
功财把自己的想法写在微博上， 第三天就收到
了一位网友寄来的一摞书。

“我当时很吃惊，觉得这个事真的可以干下
去。 ”在网友们帮助下，2013年1月12日，小鬼当
家图书馆正式开馆。

这家“无需办证、自行登记”的图书馆，设在
浏阳市一个小区内，大门24小时开着，目前藏书
约5000册。 去年全年，除去4000册次的借阅量，
还举行了活动57次，包括34期“乐想故事绘”、5
期“乐听讲堂”、7期“乐读沙龙”和11次公益活
动，参与小朋友1500余人次。

可观的数字背后， 是陶功财和妻子陈丽华
的辛苦付出。

曾在医院上班的陈丽华， 辞了职做全职志

愿者，策划、组织每周活动，打理官博、微信平台，
平时打扫卫生、整理图书，使得这一公益事业风
生水起。

一家人的全部收入， 都指望陶功财的工资。
“每月拿到手的就是2900多元，既要维持公益图
书馆的运转，还要还房贷、准备孩子的学费、家庭
生活开销等， 去年的支出完全超过了工资收
入。 ”

如何保证一家人的开销，确保图书馆维持下
去？

陶功财想到了辞职，他想趁着年轻，出来闯
一闯，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也可以更自由地管
理小鬼当家图书馆，把公益项目做得更好。

“辞职了就没有保障了，老了也没有退休工
资，生活怎么办？ ”提出辞职的想法时，妻子有疑
问。

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一边与合伙人讨论创业
的方向，一边苦口婆心劝说妻子。 创业方向越来
越清晰，陈丽华也觉得不错，终于点头应允，还表
示：“要是你输了，我陪你东山再起！ ”

2月14日， 陶功财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
辞掉“铁饭碗”的消息引发热议。 陶功财告诉记
者：“辞职是为了过上我想要的生活，也让我的家
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让我的公益事业更上一层
楼。 ”

“这个事业我肯定要做一辈子。 ”陶功财表
示，今年要更加规范图书馆的管理，逐渐形成一
套可以推广的模式。

到5月，他已成立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正在
开发一款手机APP，提供“家庭教育和家庭生活”
方面的内容。

对于图书馆的后续经费，他表示，等创业的
公司走上正轨，会考虑捐献股份。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端阳水浇得禾苗茁壮成长， 又是
一个好年成。

宁远县水市镇的“三家班”———舅
老爷唐义成、 姐夫朱小仔、 妹夫洪如
春，开始拨响今年的算盘。

唐义成给记者“晒”出创业蓝图：
“今年，我们三兄妹要种田1500亩，实
现总收入450万元。 ”

唐义成三兄妹，家家跑运输，是该

镇有名的“车队”： 唐义成开大货车，
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姐夫朱小仔在家
开拖拉机拉货； 妹夫洪如春开中巴车
跑客运。 三家一共有大小车辆5辆。

2010年， 唐义成与他人合作，流
转140亩水田种水稻。 由于经验不足，
没赚到钱。第二年，合作伙伴外出包工
程去了。唐义成坚持认为，规模种田能
赚钱。

在县农业局支持下， 唐义成发展
“稻、稻、菜”三季轮作，当年实现纯收
入12万元。 到去年，他种田600亩，纯

收入42万元，被评为“湖
南省种粮大户”。

看到舅老爷种田赚了
大钱，又获知他准备再次扩大
种田规模，人手却不足，姐夫
朱小仔、妹夫洪如春纷纷把车
转卖，把卖车的钱，加上多年跑运输
的积蓄， 入股唐义成新成立的种粮
专业合作社，按企业模式管理、分红。

洪如春说：“过去， 我们是镇上有
名的车队。今天，我们一定会成为令人
羡慕的粮队。 ”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6月4日，星期五。
“小欣欣，你‘妈妈’又来

接你了。 ”
宁远县实验

中学的同学们，
羡慕小欣欣有一
个好“妈妈”。

小 欣 欣 的
“妈妈”， 是2013
年“永州市道德
模范”、冷水滩区
财政局80后未婚
青年梁菲。

宁远、 冷水
滩，相隔100多公
里。 是什么让这
对互不相干的人
成为“母女”呢？

1999年2月，
小欣欣半岁 ，母
亲离家出走，杳
无音信；2009年，
父亲在广东遭遇
车祸去世；2012
年4月连降大雨，
小欣欣和爷爷奶

奶赖以栖身的三间泥
瓦房倒塌。 苦难一个接
一个，叫人怎么活啊！
梁菲在当地电视台节目

上，看到小欣欣的凄惨境况，

立即来到宁远县太平镇新下塘
村，与小欣欣“结亲”，承诺帮扶
小欣欣完成学业，帮助她家重建
家园。

梁菲到市、县民政部门争取
资金，发动朋友和社会爱心人士
捐款， 为小欣欣家重新建起了3
间平房。 梁菲告诉记者：“当时，
我看见小欣欣表情木讷，身子单
薄，光着脚丫子，心里一阵酸楚。
我不能不帮她。 ”

为让小欣欣有一个好的学
习、 生活环境，2012年下学期，
梁菲把小欣欣转入宁远县实验
中学读书，每天打电话给任课老
师了解小欣欣的情况。每到周五
下午，梁菲准时把小欣欣接到自
己家，一起散步、谈心，让她感受
到家庭的温暖。

小欣欣学习文言文需要工
具书， 梁菲找遍了附近的书店，
最后托长沙的朋友，买到了小欣
欣满意的工具书。 季节变化时，
梁菲带着小欣欣买衣物、 鞋子。
2012年8月， 小欣欣的生日，梁
菲给她买来了人生第一个生日
蛋糕。

无微不至的关怀，让这个从
小失去母爱的孩子，眼眶里转动
泪花：“梁菲妈妈，您就是我的亲
妈呀！ ”

如今， 小欣欣快乐地成长
着，性格变得开朗，被选上了班
里的学习委员。

本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骆力军 成国雄

胡晓红， 又一次“走红”：
2014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第
五届会员大会暨第十次蝴蝶学
术研讨会， 近日在常德召开，他
的作品《蝶恋花》，荣获蝴蝶工艺
品大赛二等奖。

众多昆虫学家， 对蝶翅画
《蝶恋花》赞不绝口，认为构思奇
妙，制作精美。

胡晓红，1970年生， 今年44
岁。 还没满周岁时，因小儿麻痹
症留下后遗症，右腿落下终身残
疾。

1994年，胡晓红被安排到宁
远一中，为师生看守摩托、自行
车。他爱好摄影、绘画。父亲是生
物老师，经常指导学生做昆虫标
本。

受父亲影响，胡晓红从小痴
迷蝴蝶。 父亲退休不到三个月，
就离开了人世 ， 留下一个遗
愿———在宁远建立一个生物昆
虫标本馆。

胡晓红非常希望建立蝴蝶
标本馆，为中小学生提供课外科
普知识，报答每一位关心爱护自
己的好心人。

为此，胡晓红经常利用业余
时间，去采集昆虫标本。 为给蝴
蝶分类，他先后三次到北京购买
相关书籍。 2010年，蝴蝶标本馆
初成；到今年，标本已达5000余
盒、40000多只，有上千个品种。
他多次举办个人蝴蝶展，有近万
人观看， 她收获“蝴蝶夫人”美
名。

胡晓红将美术、书法及本地
浓厚的舜德文化，融入到制作蝴
蝶标本的过程中。 一位学生参观

后兴奋地说：“眼前闪现出幻影
迷离的色彩，觉得自己仿佛到了
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这是一个开
阔眼界、增长知识的好地方。 ”

蝴蝶展馆的建成，为本地的
农作物、林果业及药材等经济林
的病虫害防治，提供了一定的科
学依据。 胡晓红因执着的追求、
取得的实绩，被吸纳为中国昆虫
学会蝴蝶研究分会会员。

罗瑞卿大将之子、中国昆虫
学会蝴蝶研究分会罗箭少将，特
意来到宁远县， 看望胡晓红，对
胡晓红的标本进行鉴定，认为他
的一些标本，填补了收藏、科普、
研究的空白。

近来，胡晓红又有一个新的
梦想：建立一个大型的蝴蝶生态
繁殖养育基地，建成湘南地区重
要的科普基地、游览胜地和文化
交流场所。

本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水从龙溪河里过，人在高桥背
上行。 6月4日，记者来到衡南县咸

塘镇高桥村， 陡然看见龙溪河
上，横卧着一座大桥。 这座桥坚
固且美丽，两侧有石栏，桥下河

水清澈。
村民陈志华肩挑

一担水灵灵的鲜菜，
赶去桥西农贸市场出
售。 他告诉记者，龙溪

河以前只有一座
低矮的石拱桥，

经常被淹，
村 民 出 行
很不方便。
多 亏 村 支

书 袁 桂
芝 带 领

群众，修起了这座幸福桥。
高桥村是衡南县海拔最低的

村，每到汛期，河道低浅的龙溪河
水位升高，石拱桥淹了，两侧10米
区域也淹了， 桥东上学的娃娃急
得直哭， 桥西卖菜的菜农紧皱双
眉。有一座不被水淹的“高桥”，成
了高桥村人最大的心愿。

1995年4月，袁桂芝当选为高
桥村历史上第一位女支书， 她向
全村百姓承诺： 一定要为大家修
一座真正的“高桥”。

在场村民有人立即欢呼起
来，但更多的是持怀疑态度：凭她
一个女人， 能办成多少年来无人
可以办成的大事？

确实，修桥难度很大。经专家
现场勘测，要保证新桥不被淹，同
时考虑荷重等因素， 设计高度至
少要7米、长度为80米，保守预计
需要200万元资金。

听说要200万元， 村里人立
即泄了气， 对修桥完全失去了
信心。

可袁桂芝没有动摇。 她在村
支两委成员会上说：“修不起这
桥，就是我们的无能！ ”

从此， 袁桂芝走上了艰难的
“修桥路”，这一走就是十几年。每
逢过年，她挨家挨户走访，发动回
家探亲的乡亲捐资。每次去镇里、
县里开会， 都找相关领导询问水
利项目。只要跟修桥有关，袁桂芝
都会“穷追不舍”，已记不清打了
多少电话，跑了多少里路，求了多
少次人。家人朋友多次劝她放弃，
现实困难多次逼她放弃， 可修桥
的信念始终支撑着她。

皇天不负苦心人。 2010年，
在奔走了近16年后， 袁桂芝终于
等来了修桥工程批准立项的大好
消息。

东风一来，顺势而起，在家的
投劳，在外的捐款，2010年底，高
桥大桥得以开工。 2012年初，大
桥顺利通车。 高桥人圆了“高桥
梦”，至今难以忘怀袁桂芝为村民
付出的百般艰辛。

不要心动，要行动

一个玫瑰园，收入400万

“玫瑰哥”的“花花产业”
善良姑娘慈祥母爱胜亲妈
用心照顾辛酸小孤女，足以为“母仪天下”

男人： 我打算辞去公职……
女人： 要是你输了， 我陪你东山再起！

一个好老婆，
顶起一个更好的老公

守单车棚的残疾哥
“登科” 国家级学会

他的4万多只蝴蝶标本，填补了收藏、科普、研究空白，征服了昆虫学家

袁桂芝16年梦想修“高桥”
衡南海拔最低村，女支书完成不可思议的“壮举”

舅老爷大摆“农门阵”
三兄妹胃口“膨胀”：今年种田1500亩，创收4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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