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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罗光辉

【名片】
徐柳，1982年出生，岳阳市自来水公司抄

表员，每月跋山涉水抄水表，常遇蛇、蜈蚣、野
狗 ，也有人把他当小偷 。近3年来 ，他徒步约
1.8万公里，抄表及时率、准确率达99.99%，先
后获评公司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员工。

【故事】
北风呼啸，天气寒冷。11月27日11时许，

记者在岳阳市南湖新区湖滨街道见到正在抄
水表的徐柳，他戴着手套，穿着雨靴，一手拿

着揭井盖的铁钩，一手拿着抄表的手机，额头
直冒汗。

2013年，徐柳从部队转业到岳阳市自来
水公司工作，负责城区垃圾站、厕所和郊外偏
远的湖滨街道、新开镇等地共8600余户水表
的抄表工作。

每月26日至次月10日是抄表日期，徐柳
穿梭在街巷、游走于乡村。片区大，水表分散；
郊区很多表被压埋或水淹，有的在化粪池边，
一下雨，表池都是粪水。起初抄表，徐柳对地
域和水表分布情况不熟，一次在湖滨抄表，一
用户的水表装在屋后杂草丛生的化粪池边，
他不小心掉到了池里。

看似简单的工作，背后有着无数的艰辛。
小区表一天抄500至700户，一个井盖内五六
块表，一天要揭100多个井盖。“表前、表后没
有阀门，安装也不规范，导致找不到表位。”有
一次，一农户家的水表找不到，经询问才知在
屋后菜地里。徐柳用锄头从东到西翻了10多
米，才翻出水表。

有时为了一户水表上的数据， 徐柳要走
数公里山路。 村组表一天抄200到300户，要
走20多公里。两三个月换一双鞋，手机也经
常摔坏。

徐柳母亲早逝，父亲在乡下，妻子失业。
这么艰难， 他是怎么坚守下来的？“是雷锋精
神。我经常读雷锋日记。”徐柳脱口而出，“如

果你是一颗螺丝钉， 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的岗
位上？”

徐柳在抄表中多次受伤。去年9月，在湖
滨一个下水井里抄表时，不慎掉到坑里，左腿
胫骨处摔伤。今年4月，在龙山片区抄表时，被
一个井盖砸伤右脚，脚趾受伤。由于无人代替
其工作，徐柳采纳医生建议，行拔甲手术保守
治疗。

徐柳认定，自己就是一颗螺丝钉。他采集
的每一个数据，都有来历———有的是与一只恶
狗对峙半天后得到的，有的是手指被划出血后
看清的，有的是被蜈蚣和蛇吓跑后重新回来抄
的……今年9月，有一户水表在屋后，徐柳敲了
一会儿门，见无人应，便翻墙过去。户主是一位
老人，他循声出来厉声呵斥：“干什么的？”徐柳
急忙解释：“抄水表的。”老人不依不饶：“小偷也
可以假装抄水表！你的工作证呢？”幸好，徐柳把
工作证带在身上。

徐柳打开手机上的抄表软件， 滑动着上面
的数据，说：“每个数据都是有生命的，它们的背
后是一家家人的生活。”他告诉记者，通过水量
变化和平时细心观察， 他能准确判断用户是否
漏水，经常义务为用户修理水表、水管。

有什么想法呢？“呵呵，作为抄表员，我只有
一个想法：对用户负责，对公司负责。”徐柳坦然
道，“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 我就是居民身边的
‘水保姆’就要风雨兼程，执着无悔。”

廖声田 宁奎

11月28日，天气晴朗，桑植县洪家关光
荣院的老人们纷纷走出房间，在庭院散步、闲
坐，乐享温暖阳光。光荣院院长、54岁的贺晓
英没有停歇，她脱下棉衣、卷着袖子，收拾房
间，晾晒被子，干得热火朝天。

“她是我们的好女儿，把大家照顾得妥妥
帖帖的。”面对记者，几位老人争相表扬“女
儿”贺晓英的种种好处———有人胃病犯了，她
冒大雨出去买药；气温下降了，她半夜起床为
老人加被褥；老人头发乱了，她拿起梳子帮着
梳头发……

“这是我的义务，也是一份光荣。”在贺晓
英看来，这一切都是职责之内的事，能照顾这
些为国家付出过巨大牺牲的孤寡老军人、军
属，是自己的荣耀。

正是这份光荣感， 让贺晓英在光荣院里
一干30年。

1986年，老院长顾菊香退休前，拉着贺
晓英的手问她：“来光荣院工作怎么样？”贺晓
英满口应允。那一年，她24岁，风华正茂。

进光荣院后，贺晓英每天6时起床，晚上
10时才休息，做饭、洗衣、挑水、劈柴、打扫卫
生，为老人洗脸、梳头、剪指甲，样样都做。老

人一日三餐花样多，早餐包子、馒头、稀饭，中
晚餐荤素搭配。时常有人问她，伺候老人辛不
辛苦？ 年轻的贺晓英总是微笑着回答：“不辛
苦。”

烈属余秀英长期孤单一人， 患上了抑郁
症。贺晓英白天一有时间就陪她说话，晚上还
和老人住一起。82岁的谷伏登患了胃癌，有
一年夏天突然想吃枇杷，可当时枇杷已过季，
贺晓英就跋山涉水，从深山摘来几颗野枇杷，
剥开皮喂给老人吃， 老人边吃边流泪， 连声
说：“甜，真甜。”

虽然贺晓英是院长， 但院内工作人员包
括她在内总共才2人， 有20多位老人需要照
顾。最多的时候，院里住了35位老人。

光荣院的一面墙上， 贴着贺晓英制作的

一张表格，格外醒目。上面，记着每位老人的生
日。每位老人生日时，除了院里200元慰问金，
贺晓英还自掏腰包100元以表心意， 然后做一
桌丰盛的饭菜，为老人祝寿。

在光荣院后面，贺晓英还种了6亩地，各种
蔬菜应有尽有。旁边猪舍里，还养了7头猪。贺晓
英说， 这是为了让老人们吃上新鲜菜， 改善伙
食。

每年，院里的老人都会“走”几个，贺晓英总
是为他们洗净更衣，披麻戴孝送行，如同自己的
长辈。

30年来，贺晓英总共照顾过117位老人，先
后送走了其中83位， 每一位都活到了80岁以
上。他们是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八路、老战士
和烈士亲属。贺晓英说：“老人幸福我就幸福，没
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事了。”

“对得起老人，却对不起家人。”说到家人，
贺晓英带着明显的愧疚。1989年， 她丈夫韦绍
平因病致瘫，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因为她
把重心放在光荣院，家庭重担便由公公、婆婆挑
起。30年来，她与家人聚少离多，连过春节也是
家人到光荣院来，与老人们一起过。

付出这么多，有过怨言吗？别人问她。贺晓
英说，她爷爷是跟着贺龙元帅闹革命的烈士，她
只是尽一个烈士后人应尽的孝心、 爱心和责任
心。

■点评

三十载寒来暑往，半辈子默默坚守。成长于
红色老区的贺晓英，用自己的美好年华，陪伴着
迟暮之年的革命老人， 尽情展现了一个烈士后
人的孝心、爱心和责任心。

蒋吕文

打开今天的《湖南日报》，眼睛为之一亮。
技校毕业的湖南兵器集团长城机械公

司钳工刘建伟是个角色。
面对正负0.001毫米的加工精度，很多

人“怵头”，他却选择了“知难而进”。
不眠的日日夜夜，他发明出被省职工技

协命名的“刘建伟刀具加工法”，不仅圆满完
成任务，而且功效是传统方法的10倍。

无担当，不创新。
创新，请从我开始。
刚刚闭幕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明确

提出“创新是湖南发展的最大希望”，并将
它提高到“要让创新、开放如鸟之两翼、车
之两轮，驱动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发展愿
景加快实现”的新高度，可谓抓住了湖南经
济发展的“牛鼻子”，引起强烈反响。

如何抓好创新？靠你，靠我，靠我们。
三湘大地，人杰地灵。湖南不乏“第一

个吃螃蟹”的先行者：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风行世界，国防科大的“银河计算机”享誉
全球，“长沙磁浮”横空出世，“轨道交通”有
口皆碑……

而这一切的一切 , 都来源于人们的创
新精神,都包含了当仁不让的担当。

湖南人素有“吃得苦，霸得蛮，”“扎硬
寨，打硬仗”优良传统，要想在新一轮的经

济竞争中 “领跑中部”，“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是不二选择。

在“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热潮中，在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战略里，如何找准
自己的定位？

答案是：我先来！
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人，碰见难

题“绕道走”，看到困难“避开行”。说起创新
一套一套，干起创新则“能躲就躲”。

坐而论不如起而行。
我先来，需要勇气。创新首先意味着“标

新立异”，既要跳出“枪打出头鸟”的思维定
势，又要有不惧“人言可畏”的思想准备，要
有一股“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精气神。

我先来，需要担当。创新意味着付出，
一方面，要有“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另一
方面，又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
作风，还要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心理承
受能力。

我先来，需要智慧。创新要讲究“大胆
假设、小心求证”，要注重理论素养和实践
能力， 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 “有的放
矢”，力避“好大喜功”“贪功冒进”。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社会的宽
容、政府的支持、企业的作为、个人的努力。
只有方方面面统一了认识，形成了合力，才
能让“创新之树常青”。

人人创新，希望在前！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不用化妆，我也是鸟帅哥。我的名字叫
鸳鸯。

我的嘴是红色，脚橙黄色，羽毛四季鲜
艳，头戴冠羽，眼后有道白色眉纹，翅上有
一对栗黄色扇状直立羽，像洞庭湖上的帆。

准确地说，我叫“鸳”，因为我是男士；
女孩才叫“鸯”。

其实，鸳鸯是一个合成词。因为我们出
双入对，所以被看成爱情的象征。

每年三四月， 我们会迁到东北北部、
内蒙古谈情说爱、生儿育女，秋冬才到南
方游玩。栖息地不断遭到破坏，我们种群
数量越来越少，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国Ⅱ级重点保护
动物。

人有旦夕祸福。11月29日， 我在洞庭
湖湿地搞生产，看到一个大网兜里有鱼，便
钻了进去， 谁知这是非法捕鱼工具“地笼
王”，进了就出不来。我哀叹：“完了完了，小
命完了！”

天无绝人之路。 正在湖上巡逻的岳阳
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罗一平半路杀出，
劝渔民把我放掉。罗一平说：“你把鸟给我，
我补钱给你。” 罗一平从渔民手中赎了我，
抱着我从岳阳县鹿角码头登岸， 转两趟公
共汽车，送到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协会的头头马上给我弄来谷粒和蔬
菜，还用一个大纸箱做了一个窝，说要让我

检查和养护几天后，再放生。他给罗一平
发了奖金。

当晚，协会头头将我托付给志愿者斯
路看护。

斯路把我抱进书房，先查看我身上是
否有伤，又给我补充些玉米，把我放在地
上玩。此刻，我想起家人，归心似箭。我在
书房里飞来飞去，但无法突围。

我镇定下来，在沙发、茶几上走来走
去。斯路知道我天性敏感，便将手机调成
静音，坐在电脑前，无声无息地拍摄着我。
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T台走秀的模特儿。

斯路埋头处理照片，先发给志愿者聂
庄。

“神鸟！”聂庄感叹，“这只鸳鸯很注意
形象，姿态优美，眼神传情，是个鸟帅哥。”

聂庄真是我的知音！“这是一个吉祥
鸟，留下来吧！”聂庄建议。

“我们协会救鸟护鸟的原则是，就地
营救，就地检查，就地养护，就地放生。”斯
路对聂庄说。

斯路又把我的美图，发给黄河湿地环
保志愿者萨日娜。萨日娜说：“这是一个男
孩，真俊！真想留下来。但不行，他有家人，
他要回家！还是要放生。”

我发现，书柜上有一顶草帽，帽檐翻
卷。我跃上柜顶，发现草帽蛮适合我做临
时床，我可以在这里高枕无忧住一宿。

我要好好睡一觉，我相信他们很快会
把我送回家，因为他们都是好人……

谈经论市

抄表员徐柳：

居民身边的“水保姆”

贺晓英：117位老人的“好女儿”

� � � � 11月30日，贺晓英为光荣院老人梳头。
贺菁 摄

我先来！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系列谈之一

“我是鸟帅哥”
———一只鸳鸯的真情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