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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语录：
青春是用来感受、体验和创造的，而创

业是青春所有能量的集中爆发。
———周政安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长沙河西大学城， 闹中取静的一个小
巷里， 一栋两层楼的民房被刷上青春洋溢
的明黄与海蓝色， 一块红色的牌子上写着

“聚慕诚品”。
这是眼镜电商“聚慕诚品”的首家线下

店，虽然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家咖啡馆，大部
分的空间陈设一如咖啡馆，出售有咖啡、奶
茶、纸杯蛋糕等，大大的桌子上摆放着塔罗
牌，但它确实是家眼镜店，摆放着眼镜架，
还有验光室。 只不过店里所有的眼镜只作
试戴用，并不直接出售，购买需扫描眼镜腿
上的二维码，通过网站订购，由深圳厂家直
接发货。

聚慕诚品创始人周政安， 生于汉寿农
村， 创业于深圳， 互联网85后草根创业新
锐。2013年，以一份《商业计划书》赢得新加
坡南洋集团董事长杨华强青睐， 获得天使
投资并开始电商创业。

互联网时代的创业，“团队”
最重要

传统的创业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周政安却先招兵买马，再找资金。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 周政安并无突出
的资源优势。不过，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在深
圳打工赚家用， 让他有了比同龄人更多的
阅历。第一份工作是眼镜厂的流水线工作，
最后一份工作是互联网公司总经理， 每一
份际遇无论好坏高低， 都成为日后创业的
支点。

2013年， 周政安已经在深圳打拼了7
年，创业的想法越来越清晰：立足深圳这个
全球最大的眼镜生产基地， 创办眼镜产品
垂直电商平台， 以互联网思维打造适合年
轻人需求的时尚个性眼镜品牌。

“几年下来，我没有存下钱，但结交了

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一说创业，他们
就纷纷辞了职跟我干。”这年7月，周政安在
深圳注册了公司， 找齐了与眼镜行业相关
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市场运营等方面的
小伙伴， 要求他们尽快辞职，9月份到自己
的公司上班。

此时周政安的项目还完全没有启动资
金，身边的人都认为这样太冒险了，女朋友
担心：“你不会把大家都坑了吧？”

周政安却相当笃定：“万事俱备，只缺资
金而已。”他开始紧锣密鼓地寻找投资，将商
业计划书发送电子邮件给各家风投公司。

生活慷慨馈赠了这个勇敢的年轻人。
2013年8月中旬，通过朋友的引荐，周政安
认识了现在的投资人杨华强，并获得500万
元启动资金。

杨华强这样评价这次投资：“我一直在
找机会进入中国市场，我有资金，但没有合
适的人；这个年轻人不仅有激情和头脑，最
重要的是有团队，但他没有资金。于是我们
就合作了。”

用互联网思维颠覆传统眼
镜行业

聚慕诚品的定位是：“眼镜性格塑造
师”。周政安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眼镜已
经不仅是矫正视力的工具， 更成为一种配
饰，用眼镜来表达个性。

网上买眼镜， 毕竟还是觉得有些不放
心，款式怕不合适，度数怕有差池。于是周
政安设立了配镜师，也称“眼镜造型师”，只
需在网站预约， 帅帅的配镜师会带着样品
和仪器亲自上门配镜。只不过，定好款式和
度数之后，眼镜还是要从深圳发货。

聚慕诚品号称要用互联网思维颠覆传
统眼镜行业， 其线下店也诠释了它与传统
眼镜店的不同，它不临街，也不出售眼镜，
它还有与众不同的腔调， 让大学城的学生
即使不买眼镜也会进来坐坐。2015年，周政
安准备在长沙几个高校聚集区再开几家线
下店。

周政安认为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互
动， 而线下店就是聚慕诚品与客户———90
后大学生互动的场所，周政安称他们为“慕
客”，他们既是消费者又是推广者，职责是
反馈产品信息，在QQ空间、微信朋友圈推
广产品。眼镜的设计，也充分依靠“慕客”，
广泛征集设计图稿， 甚至举行大学生眼镜
设计大赛。

周政安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打造中国
的名牌眼镜。全球一半眼镜深圳造，雷朋、香
奈尔、GUCCI全出自深圳龙岗，然而，由于缺
乏自创品牌，深圳眼镜业多数情况下只能对
外进行“贴牌”加工。“聚慕诚品整合了深圳的
顶级生产工艺和国际优秀设计资源，我希望
能打造中国的世界名品眼镜。”

如今公司成长良好， 又陆续收到多个
投资机构的邀约， 一切都朝着周政安的设
想前进。

离梦想越近，越不敢放松。周政安现在
的生活，几乎全被工作占据，每周工作7天，
每天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 而周政安拿
的薪水，是整个团队20多人中最低的。但他
享受这样的生活：“我愿意用多一点的辛
苦，去交换多一点梦想实现的可能。”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冯叶）来自湘潭大学、湖南工程学院的20多位
学生今天来到市烈士陵园， 祭扫所有为自由
与和平而献身的英雄们。 记者从湘潭市民政
部门了解到， 湘潭共有1840位烈士被记录在
册，其中130位烈士骨灰被安放在市烈士陵园
的英烈苑内。

清明节前后几天， 烈士家属和市民纷纷
来到此处祭奠和缅怀。共青团湘潭市委、市民
政局近日也共同举办了“缅怀革命先烈、建设
美丽湘潭”祭扫活动，千余人齐聚湘潭烈士纪
念碑前缅怀英烈，寄托哀思。

“张华生烈士之墓。张华生同志生于一八
八八年，湘潭县梅林桥镇人，一九二七年六月
二十二日被捕， 同日在湘潭县濂溪祠牺牲。”
“赵卓坚烈士之墓。生于一八八六年，湘潭县
青山桥镇人， 一九二七年在湘潭市护潭乡牺
牲。二○一三年八月迁入此地。”……在英烈
苑里，安葬着130位烈士。姓名、出生年月、牺
牲时间，这些已是烈士留给我们仅存的信息。

烈士陵园负责人谭力告诉记者， 在这里

安葬的130位烈士中，因年代久远，很多人的
事迹已难以追溯， 英烈苑里资料齐全的仅32
位，很多烈士墓碑上只有姓名、没有牺牲年月
日，或只有牺牲时间。

“如果有选择，我只希望我的哥哥还在。”
烈士家属李灿伟说。

李灿伟的哥哥李灿辉原是韶山棉织厂的
一名工人。1985年4月26日下午，李灿辉开车从
长沙返厂途中， 遇长沙乒乓球厂发生火灾，他
立即停车参加灭火，不慎被火龙吞没。同年5月
3日，湘潭市委和市政府分别追授“模范共产党
员”和“革命烈士”称号。现在，李家人早已搬
家，但李灿辉的遗物一件未落下，全部带回了
湘潭市区的新家，并专门留了一间房存放。

“现在，越来越多人前来祭奠烈士。”据谭
力介绍，去年，他们对烈士陵园进行了整修，
又把烈士遗迹陈列馆进行了提质改造， 将百
年英烈历史以声画及多媒体形式展现在人们
面前。那之后，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往年的
参观人数约为1.4万人次，去年参观人数突破
了两万人次。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陈勇）记者今
天从省民政厅获悉，截至今天17时，我省清明
节假22个国家、 省群众祭扫观察点共接待祭
扫群众近137万人次， 疏导车辆23.3万余台
次，参加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5611人，各地清
明节祭扫安全保障到位，宣传引导措施有力，
未发生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我省提前做好清明节群众祭扫安排，召
开了专门视频工作会，下发工作细则，明确工
作责任。节假开始以后，各地民政、公安、交
通、工商、城市管理等部门密切配合，应急准
备充分，服务保障到位。长沙市交警根据3大
墓区客流情况， 在距离墓园较远的地方开始
交通分流， 确保不发生大的拥堵； 唐人万寿

园、 潇湘陵园等殡葬服务单位临时租用公交
大巴， 到市区免费接送需要到墓园祭扫的市
民，减少了私家车上路数量。衡阳市为了解决
107国道清明期间交通拥堵问题，开通了免费
祭祀公交专线车，引导市民低碳出行、错峰祭
扫，3天接送祭扫市民近6万人次。各地民政部
门还和墓园一起，开展“鲜花换纸钱”、“发给
天堂的一封信”等活动，倡导鲜花祭扫、踏青
遥祭、集体共祭、家庭追思会、网络祭扫等文
明低碳祭扫方式，取得良好效果。

省民政厅预计今后几天、直至下一个双休
日，仍会有部分群众前往祭扫场所祭扫，各地
民政部门和殡仪服务单位要继续做好安全管
理和服务保障工作，引导群众文明、低碳祭扫。

通讯员 刘燕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4月2日，天还未亮，常德市白鹤山殡仪馆
火化工彭德高就在火化车间忙活， 伴随一阵
电子鞭炮声， 他稳稳地将一具遗体推入火化
炉， 动作娴熟而规范， 这份工作他已做了10
年，自己称“送走的人数也数不清”。

彭德高出生在汉寿县， 今年48岁。2004
年8月，他和妻子一起来到城里务工，几经周
折，在白鹤山殡仪馆谋了一份看门的职业。

常德有赶早火化遗体的丧葬习俗， 白鹤
山殡仪馆每天凌晨四五时火化车间交接班，
却是正忙之时，往往人手忙不过来。彭德高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自学火化操作知识，通过相
关岗位培训，取得了火化工资格，之后，他主
动要求承担凌晨火化遗体的任务。

彭德高常说，做一名合格的火化工，要不
怕苦不怕脏。 有一次，S306线桃树岗高速公
路桥下发现一名无名尸体，接到派出所电话，
彭德高与几位职工一起去接运遗体， 因为遗

体已高度腐烂，气味十分难闻，彭德高没有迟
疑，抢上前去，麻利地进行处理。结束工作，他
呕吐不已， 但第二天依然精神抖擞地出现在
工作岗位上。

火化工在为生命的谢幕而工作， 彭德高
认为每一个动作都要表达对生命的尊重。他
不仅工作中做到仪表端庄、服务规范、态度和
蔼、彬彬有礼，还注重亲情服务，把丧属当亲
人，遇到丧属对服务项目不清楚的地方，总是
耐心解释，直到对方明白为止。

今年1月27日，鼎城区张大爷去世，在白
鹤山殡仪馆火化遗体时， 老伴因悲伤过度晕
过去了，老人身边只有两个女儿，连日的劳累
加上悲伤，她俩扶不起倒地的妈妈，彭德高看
见后，跨步向前，背起老人，疾步1公里，送到
附近的社区卫生院急救。由于抢救及时，老人
转危为安。事后老人的女儿要感谢他，彭德高
婉言谢绝。

彭德高就是这样，在火化炉前奏响真情服
务之歌，赢得了群众的赞扬。去年10月，他被省
民政厅授予“殡葬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行进湖南 精彩故事
———湘创客

让眼镜“戴”出个性
创客语录：
青春是用来感受、体验和创造的，而创

业是青春所有能量的集中爆发。
———周政安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长沙河西大学城， 闹中取静的一个小
巷里， 一栋两层楼的民房被刷上青春洋溢
的明黄与海蓝色， 一块红色的牌子上写着

“聚慕诚品”。
这是眼镜电商“聚慕诚品”的首家线下

店，虽然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家咖啡馆，大部
分的空间陈设一如咖啡馆，出售有咖啡、奶
茶、纸杯蛋糕等，大大的桌子上摆放着塔罗
牌，但它确实是家眼镜店，摆放着眼镜架，
还有验光室。 只不过店里所有的眼镜只作
试戴用，并不直接出售，购买需扫描眼镜腿
上的二维码，通过网站订购，由深圳厂家直
接发货。

聚慕诚品创始人周政安， 生于汉寿农
村， 创业于深圳， 互联网85后草根创业新
锐。2013年，以一份《商业计划书》赢得新加
坡南洋集团董事长杨华强青睐， 获得天使
投资并开始电商创业。

互联网时代的创业，“团队”
最重要

传统的创业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周政安却先招兵买马，再找资金。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 周政安并无突出
的资源优势。不过，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在深
圳打工赚家用， 让他有了比同龄人更多的
阅历。第一份工作是眼镜厂的流水线工作，
最后一份工作是互联网公司总经理， 每一
份际遇无论好坏高低， 都成为日后创业的
支点。

2013年， 周政安已经在深圳打拼了7
年，创业的想法越来越清晰：立足深圳这个
全球最大的眼镜生产基地， 创办眼镜产品
垂直电商平台， 以互联网思维打造适合年
轻人需求的时尚个性眼镜品牌。

“几年下来，我没有存下钱，但结交了

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一说创业，他们
就纷纷辞了职跟我干。”这年7月，周政安在
深圳注册了公司， 找齐了与眼镜行业相关
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市场运营等方面的
小伙伴， 要求他们尽快辞职，9月份到自己
的公司上班。

此时周政安的项目还完全没有启动资
金，身边的人都认为这样太冒险了，女朋友
担心：“你不会把大家都坑了吧？”

周政安却相当笃定：“万事俱备，只缺资
金而已。”他开始紧锣密鼓地寻找投资，将商
业计划书发送电子邮件给各家风投公司。

生活慷慨馈赠了这个勇敢的年轻人。
2013年8月中旬，通过朋友的引荐，周政安
认识了现在的投资人杨华强，并获得500万
元启动资金。

杨华强这样评价这次投资：“我一直在
找机会进入中国市场，我有资金，但没有合
适的人；这个年轻人不仅有激情和头脑，最
重要的是有团队，但他没有资金。于是我们
就合作了。”

用互联网思维颠覆传统眼
镜行业

聚慕诚品的定位是：“眼镜性格塑造
师”。周政安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眼镜已
经不仅是矫正视力的工具， 更成为一种配
饰，用眼镜来表达个性。

网上买眼镜， 毕竟还是觉得有些不放
心，款式怕不合适，度数怕有差池。于是周
政安设立了配镜师，也称“眼镜造型师”，只
需在网站预约， 帅帅的配镜师会带着样品
和仪器亲自上门配镜。只不过，定好款式和
度数之后，眼镜还是要从深圳发货。

聚慕诚品号称要用互联网思维颠覆传
统眼镜行业， 其线下店也诠释了它与传统
眼镜店的不同，它不临街，也不出售眼镜，
它还有与众不同的腔调， 让大学城的学生
即使不买眼镜也会进来坐坐。2015年，周政
安准备在长沙几个高校聚集区再开几家线
下店。

周政安认为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互
动， 而线下店就是聚慕诚品与客户———90
后大学生互动的场所，周政安称他们为“慕
客”，他们既是消费者又是推广者，职责是
反馈产品信息，在QQ空间、微信朋友圈推
广产品。眼镜的设计，也充分依靠“慕客”，
广泛征集设计图稿， 甚至举行大学生眼镜
设计大赛。

周政安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打造中国
的名牌眼镜。全球一半眼镜深圳造，雷朋、香
奈尔、GUCCI全出自深圳龙岗，然而，由于缺
乏自创品牌，深圳眼镜业多数情况下只能对
外进行“贴牌”加工。“聚慕诚品整合了深圳的
顶级生产工艺和国际优秀设计资源，我希望
能打造中国的世界名品眼镜。”

如今公司成长良好， 又陆续收到多个
投资机构的邀约， 一切都朝着周政安的设
想前进。

离梦想越近，越不敢放松。周政安现在
的生活，几乎全被工作占据，每周工作7天，
每天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 而周政安拿
的薪水，是整个团队20多人中最低的。但他
享受这样的生活：“我愿意用多一点的辛
苦，去交换多一点梦想实现的可能。”

周政安（右）与投资人杨华强仔细研究
眼镜设计稿。 通讯员 摄

清明祭扫报平安
全省未发生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大河西交通枢纽
可望9月启用
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启动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李治） 大河西交通枢纽今年“开
张”。为期两个月的长沙大河西交通枢纽周边环境综合整治
4月1日启动。整治范围为枫林路以北、桐梓坡路以南、西二
环以西、湘仪社区以东的商贸城片区。

大河西交通枢纽工程集合国际先进设计理念， 将地铁
（MRT）、公交和长途客运等交通方式高效交会，实现省际、
省内快速出行。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今年9月可望启用。 由
于发展起步早、规划起点低，大河西交通枢纽附近商贸城一
带消防隐患突出，违章搭建严重，交通拥堵，小作坊等“三小
场所”及仓储、经营、住宿“三合一”门店聚集，广告招牌违
规、店外占道经营等问题十分严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长沙市监察、综治、安监、工信、工商等部门4月1日起进
行区域性安全隐患整治工作行动。重点开展违法建构筑物、
违规广告招牌、雨棚专项整治及基础设施体质改造，道路沿
线通信、广播电视等问题专项整治，“三小”场所、“三合一”
门店及专业市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湘潭1840位烈士记录在册

火化炉前添真情
——常德白鹤山殡仪馆火化工彭德高剪影

4月5日，沅陵县官庄镇，农民在采摘生态有机茶。沅陵(古界亭)在宋代就是
全国八大名茶产地之一。近年来，该县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大力推进茶叶生产规
模化、优质化、产业化、品牌化进程，全县茶叶可采摘面积达10万亩，2013年获得
“中国生态有机茶之乡”的美称。 王照云 摄

红色故里多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