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诺千金”济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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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老字号系列报道（2）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华晓 杨华

“哎哟，吓死我了！要是没有你，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没了。”6
月24日，会同县洒溪乡排子村百岁老人肖玉桂回忆起前几天惊
险的一幕，对前来看望她的村支书粟永禄激动地说。

6月20日，排子村暴雨成灾。早上6时40分，粟永禄布置全村抗
洪救灾工作后，担心该村15组地质灾害防范点出事，急忙前去查
看。7时05分左右，他赶到那里时，发现肖玉桂所住的房屋被洪水
包围，屋背后山洪夹杂着泥沙，顺着100多米高的陡坡倾泄而下，
而肖玉桂因跑不出来被困在了房里，只听见几声微弱的呼救声。

“没想到水涨得这么快，一下子就浸到了腰上，把我吓傻
了。” 肖玉桂的大孙子粟永顺刚逃至屋外山坡上， 见到粟永禄
时，惊魂未定地说，他想救出奶奶，但实在不敢冲进屋去，哭着
向粟永禄求救。

“住在哪间房内？”粟永禄了解情况后，跑下山坡，在湍急的
洪水中摸索着冲进屋内，发现肖玉桂半浮在水中，两手抓着床
柱，屋内满是漂浮物和泥沙。

“肖婆婆，我来救你了！”粟永禄说着，将老人背在身上往外
撤。7时28分，他刚将老人背到屋外山坡上，只听“轰隆”一声，老
人住的房屋已淹埋在泥石流中。

由于受到惊吓，肖玉桂处于昏迷状态。在道路塌方不通车的
情况下，粟永禄与闻讯赶来的县乡干部和群众轮流背着老人，赶
往5公里外的村卫生室，对老人进行急救。

8时50分，老人醒来，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洪水中救出百岁老人

本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朱岩婷

千金是福，福惠千金。
走进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便可以看

到这样一句话。 这家国内专注女性健康领域的标
杆企业，把“福惠千金”看成企业的使命。董事长江
端预说：“诚信，是福之根本。不管成本如何高涨，
我们的药材质量、产品品质从未降低。几代‘千金
人’的诚信经营铸成了‘千金’这一金字招牌”。

“妇科千金片”是该公司自主原创开发、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拳头产品， 也是国家秘密技
术项目。自1979年上市以来，至今已有30多年的
历史。目前，妇科千金片（胶囊）系列产品销售将近
8个亿，占国内妇科中成药市场的30%，连续十余
年保持妇科炎症口服类中成药第一品牌的地位，
产品抽检合格率年年百分之百。“我们坚信万分之
一的失误，可能导致用户万分的危险，所以必须做

到万无一失。”总经理王琼瑶认为，千金药业能有
今天的成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 以公司一直
坚持“社会为本、一诺千金”的经营理念。

经过研究发现，“妇科千金片”主要原料穿心莲
叶子中有效成分含量比茎中高许多，并且需要在其
开花前采收，方可达到最佳效果。但若以此标准采
收穿心莲，产量低，相对价格高。但千金药业认为，
确保药品疗效与质量的支出决不能“吝啬”，哪怕每
年要为此多支付两百万元的成本， 也在所不惜。为
确保公司采购的大部分是地道药材，保证原药材的
含量符合标准，公司不惜花巨资在甘肃陇西、云南
西双版纳等地建立药材种植、加工基地。在辅材方
面，公司规定像空心胶囊等辅材，只能从行业排名
前五的供应厂商采购；像阿胶等关键原料，必须委
派专人到供应商生产现场，从投料开始实施全程监
督。正是因为规范、严格的原辅材料管理，使公司即
使在2012年的“毒胶囊”风波中，也未受到影响。

目前，“妇科千金片”已是妇科炎症口服中成药
的第一品牌。鉴于“妇科千金片（胶囊）”用药人群的
特殊性及临床用药的自身特点，尤其是育龄妇女妊
娠期及哺乳期用药的特殊性，千金药业率先在中成
药领域对其进行生殖与遗传毒性的安全性评价。据
王琼瑶介绍，2008-2009年， 公司为探讨主导产品
妇科千金片（胶囊）在生殖与遗传方面的安全性，与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妇科千金片（胶囊）”
的各项指标都是健康安全的。王琼瑶回忆说，这项
研究当时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这也是国内首个进行
该项研究的中成药，在我国中医药的生殖与遗传毒
性安全性评价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有效地提升了产
品技术含量和扩大市场影响力。

正是千金人对诚信的坚守，我们坚信“千金是
福，福惠千金”的这句口号，不只是“千金”之福，更
是人类之福。

6月24日，盈成油脂公司，检验员在对新收购的菜籽进行入库质量检验。今年，受天
气影响，油菜主产区常德、岳阳等地减产较大、品质下降。为保护农民利益，盈成油脂公
司在国家临时存储菜籽托市收购工作中，优价敞开收购，并加强检验，确保质量与安全。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梁洁生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杨丹

一年没有回家了， 长沙师范学院
藏族班的同学们对暑假有一种特别的
企盼。过几天就要放假了，他们围着海
棠“阿妈”，向她讨教暑假回到西藏的
学习和社会实践计划。

被他们称作海棠“阿妈”的，就是
长沙师范学院的蔡海棠副教授。

2010年9月， 长沙师范学院首届
内地西藏班开班，80名青少年从青藏
高原抵达长沙， 由于地理、 气候的不
同， 绝大部分藏族学生出现了“晕氧
症”，学生们大都开始思念家乡。

这时， 思想政治理论课部的蔡海
棠， 被学院党委遴选担任西藏班的思
想政治课教师。 她用女性特有的柔情
与慈爱， 从心里关爱这群来自青藏高
原的特殊学生， 让他们在湘江之滨找
到了家的感觉和母亲般的温暖。

入校第一个月的军训， 蔡老师不
是军训教官，但她提前介入，每天穿梭
于操场，了解藏族学生穿着迷彩服，顶
着烈日迈着正步的军训生活， 掌握他
们的生活、学习、家庭、信仰等第一手
资料，在生活上、思想上对他们进行积
极的引导， 使他们很快熟悉了校园环
境和周边的公共设施，安心、舒心地投
入学校生活。

从2010年至今，长沙师范学院共招
生四届239名西藏班学生， 每个学生的
性格、家庭、学习情况都装进蔡海棠的
脑子。无论是功课学习，还是生活情感，
学生们有什么困惑和心事都喜欢找蔡
老师倾诉， 希望得到蔡老师的解惑点
拨。每年冬日，西藏大雪封山，学生们都
在学校度寒假，每到这时，蔡海棠要么
给他们补课，要么与他们谈心，或者陪
他们看电影，唱歌，吃糍粑，喝奶茶。

最热闹的要数藏历新年， 学生们
准备好糖果糕点、制作“切玛”，做年夜
饭的面团，将教室和寝室装饰一新。每
到这时， 蔡老师都是与学生们一起吃
年夜饭，一起唱着藏族歌曲，一起跳着
锅庄舞， 兴致勃勃地参加藏历新年联
欢晚会，大家开心极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正是有了众
多像蔡海棠这样的老师的悉心浇灌，
来自青藏高原的藏族学子们才能在湘
江之滨茁壮成长。

西藏班第一届毕业的77名学生中
有一人被评为省级优秀共青团员，11
人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11名同学光
荣入党，24名学生继续深造。2011年
11月，他们排演的歌舞《湘江河畔的格
桑花》 获湖南省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
演一等奖。

来自昌都的斯郞卓嘎入学时，在
蔡海棠和班主任鼓励下向党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 后来又参加了党校培
训，被组织列为重点发展对象。蔡老师
经常找她谈心，辅导学习党史，讲述解
放军入藏历史， 帮助她提高对党的认
识。因品学兼优，日前，她终于成为一
名中共预备党员。

同学们收获了成长，“阿妈” 则收
获了爱与信任。

藏族同学们对蔡海棠的称呼，先
是老师，后是“阿妈”。

尼珍原来是一个很羞涩的女孩，
看到蔡老师和蔼可亲， 她会常常主动
跑到办公室与“阿妈”交谈，谈自己的
家庭、爱好与理想，每次从西藏回来会
带来许多酥油茶、奶渣、干牛肉，给“阿
妈”尝尝鲜。而更多的学生为了感谢蔡
老师的谆谆教导， 给她献上洁白的哈
达。 蔡海棠说：“这些哈达是我收到的
最珍贵的礼物。”

海棠“阿妈”

� �长沙师院有个藏族班， 同学们亲切地称
蔡海棠老师———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杨丹）《快
乐大本营》继去年推出“女神季”，今年
又开启暑期特别策划———“男神季”。
邀请的男神， 除了22日已经录制完成
的《爸爸去哪儿》第二季中的吴镇宇、
黄磊、陆毅、曹格、杨威等5位爸爸外，

23日, 韩国明星朴有天又来到了长沙
录制节目， 并和粉丝进行近距离亲密
接触， 而韩寒和郭敬明也将于近期来
到现场。

“男神季” 首期节目将于28日晚和
大家见面。

《快乐大本营》开启暑期“男神季”

� 粟永禄刚将肖婆婆背到屋外，
房子就被淹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