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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1.65米的个子， 一身得体的职业装，
大步走路，大声说笑。

2016年12月底在广东东莞采访，黄
生英带记者参观她的智能家居体验馆、智
能玩具生产线，聊从“三跃”到“伊家”的创
业经历，给人一种精干又热情的印象。

灯光根据环境自动调色，窗帘自动启
合，音乐随心情响起，人在1000米之外为

家开关门锁……这种智能效果，是靠黄生
英手中一款手机APP软件遥控实现的。

“产品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已通过行
业测试，申请了专利，2016年正式推向市
场。”黄生英对其产品看好。

四十出头的黄生英，是沅陵县筲箕湾
镇九龙山村人，中专毕业后随老乡到东莞
打工。1999年， 和丈夫陈香霖开小加工
厂， 帮人做代工产品。2007年搬进新厂。
2012年开发智能家居。

“从打工仔到帮人代工，再到后来开新
厂、自主研发产品，创业路上3次飞跃，朋友
取其意，帮我公司取名‘三跃’。”黄生英说。

黄生英的创业路并不平坦，开始订单
依赖别人，经常断档，加上装修厂房、添置
设备、支付租金等，她感到“压力山大”。她
和丈夫商量，万一收不抵支，就把公司两
层楼租出去。

2008年初，好运来敲门。一家外贸公
司找到黄生英，下了100万元订单，但交
货期限短。黄生英既高兴又着急，因为临

近春节，员工要回家过年，到时交不了货，
全部投入白搭。

但那年偏偏遇上特大冰灾，很多老乡
回不了家。黄生英抓住机会，把300多名
滞留人员招进厂里赶货，管吃管住，发工
资还送红包，最后按期交货。

“做生意要讲信用，做产品要做最好
的，否则做不长。”好品质、好信誉赢得稳
定市场，此后，黄生英不再为订单发愁。

2012年，黄生英夫妇创业转型，由代
工智能玩具向开发智能家居进军。

“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转型？”面对
记者疑问，黄生英说：“客商有单，你得拼
命赶；没单时，不管厂里闲着多少人，都要
吃饭。转型成功了，做自己想做的产品，市
场控制在自己手里，不用拼命去赶货。”

后来公司注册新名， 黄生英选中了
“伊家”，取意过伊甸园生活。她说：“这是
我当年外出打工的梦想，既为自己，也为
老乡，造一个幸福之家！”

黄生英的公司现有300多员工，90%

是她从沅陵老家带出来打工的，有的跟随
她创业打拼多年。 为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她着手实施“造家工程”。

在公司前坪，一群孩子在玩耍。公司
主管蔡木生介绍， 他们都是员工的小孩，
跟父母在工厂里住，在当地上学。目前，公
司有40位农民工带了家属，吃住在厂里，
不额外收钱。

黄生英说：“等转型成功，智能家居产
品做起来了，公司实行股份制，像蔡木生
这样一起出来打拼的老乡和管理团队其
他成员，不仅有工资，还要拿股份。另外，
力争让伊家公司员工家中没有留守儿童
和老人。”

“造家”让公司上下劲头大。在二楼包
装车间流水线上，20多名女工在仔细复查
皮带轮传过来的每件产品。一位员工说，老
板没把我们当外人，只能认真干活来回报。

“这两个月又推出了冷暖风扇、防水
排插两款专利产品，产品招商会将在近期
举办。”对未来，黄生英充满信心。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蒋小飞

“父母给了我生命，我要用孝道来回
报他们。妻子虽然有病，却是要陪我走完
一辈子的人，我不能抛弃她。”多么朴实
的话语， 饱含的是满满的爱心和人生的
酸甜苦辣，道出的却是人间真情与大爱。

2016年12月30日， 记者来到东安县
川岩乡上界头村， 一位手脚不便的中年
汉子正在一边煎中药， 一边给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人按摩手脚。

村民告诉记者，中年汉子叫王先能。
“王先能自强不息，诚心孝敬老人，悉心
照顾患病的妻子，还真心帮助邻里，真是
个大好人。”一位村民说。

出生在贫困家庭的王先能， 患有先
天性手脚严重畸形，双手不灵活，走路也
不方便。由于贫困和身体残疾，王先能读
完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回家， 帮助体弱多
病的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减轻

家里的负担。
虽然天生残疾， 王先能并没有向命

运低头。年轻时，他独自一人到县城拜师
学艺修电器。学徒期间，他刻苦学习，虚
心向他人请教， 别人一两年才能学会的
修理手艺， 他只跟着修理师傅学了几个
月就学会了。

为照顾父母， 王先能学成后回到家
里，开了一家电器修理店，并附带经销小
百货； 他还拖着残疾的身体种了5亩稻
田，每年养几头猪，并饲养一群鸡鸭。靠
着王先能的自强不息和辛勤努力， 家里
的困境逐渐得到改观。

在村里， 王先能是一位被乡亲们交
口称赞的“好人”。他经常拖着残疾身躯
上门服务，免费为村里的老人、贫困户维
修电器。

40岁那年，王先能被相邻镇一位姑娘
相中， 喜结连理， 并生育了一个女孩。然
而，好景不长，新婚不久，妻子患上了间歇
性精神病。 他除了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
还得照看妻子、孩子，每年得花费好几万
元医药费，王先能的生活又陷困境。

2015年， 王先能年迈父亲半夜起床
不小心把腿扭伤了，由于电话不通，王先
能连夜打着手电筒去请来医生， 为父亲
治疗脚伤，此后天天给父亲熬药敷药，还
为父亲按摩。

上个月的一个晚上， 他妻子的病也
犯了，拿着椅子乱砸，王先能被砸得头破
血流。他一边咬紧牙关强忍痛，一边紧紧
抱住发狂的妻子，头上的血不停地流，辛
酸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但他仍悉心地
照顾妻子，一直等到她恢复正常。

日复一日， 王先能就是这样默默尽
着孝道，献着爱心。在悉心照顾父母、妻
儿的同时，他每天仍很开心、很乐观地修
理电器，饲养家禽，下地干活。

在别人看来， 照料两个老人和患有
精神病的妻子是十分辛苦的事，但王先
能没有将之当成一种负担。 王先能说：
“父母拉扯我长大成人， 一辈子吃尽了
苦头，我要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让他
们过上好日子。父母、妻女就是手心里
的宝。”言语间，充满着王先能浓浓的爱
意。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联波）今天，记者从东
安县政府获悉，2016年12月27日，该县在
广东省东莞市举行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
介会，成功签约项目7个，引资总计19.7亿
元。

推介会上， 东安县发布了新型工业
化、农业产业化、新型城镇化及道路建设、
第三产业等招商项目，成功签约珠江影视
集团投资的星光城、广硕集团投资的凯翔
鞋业三期、湖南湖湘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的电商产业园等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王芳 包彭瑞

2016年12月29日上午， 大山深处的
泸溪县小章乡大水坪村文化广场上，举
行了一场以宣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为主题的苗家赛歌会，别开生面。

“十八届六中全会开，北京喜讯到苗
寨；从严治党聚民心，四讲四有最实在；
群众路线记于心，清廉为民展风采……”
村支书张清好用苗语唱的山歌婉转悠
扬。

“派趴唔（苗语‘鼓掌’）！”一人用苗
话提议，大家热烈鼓掌。

村委会主任张刚银接腔唱道：“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村支两委，带头唱响；惠
民政策，公开宣讲；村务财务，月例会讲；
重大事项，代表商量；干部清白，事业稳
当；群众明白，脱贫小康。”

“玛汝（好的意思）！”在场群众情不
自禁喝彩。

泸溪县小章乡是苗族聚居乡， 全乡
1.3万多人，苗族人口占98%以上。该乡大
水坪村是典型的苗族村， 至今保留着赶
“边边场”的传统习俗。每逢赶场日，村里
及周边十里八乡的苗族同胞常会聚一
起，唱苗歌、跳苗舞，抒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村党支部因势利导，经常利用苗族

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 宣传国家政
策和法律、法规，深受群众欢迎。

“虽然现在的年轻人都能讲汉语了，
但村里的老阿普（苗语‘爷爷’）、老阿唔
（奶奶）及一些书读得少的人，因为语言
障碍，对上级政策精神往往一知半解，经
常有人来村委会询问。作为村干部，我们
有责任和义务为群众当好翻译、 作好讲
解。”村支书张清好告诉记者，这是村里
第3次组织苗歌宣讲活动了。

村里70岁的老党员张科顺也唱起了
苗歌：“两不愁来三保障， 精准脱贫为民
忙；习总书记政策好，党的阳光照苗乡。”

歌声绵延，掌声不断。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记者
周湘云 徐德荣 通讯员 唐兰荣 ）“这些
山地鸡营养价值高，销路很好！”近日，在
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绿赋养鸡合作社
山地鸡养殖点， 合作社负责人吴苏胤正
细心巡视他的宝贝鸡， 他对养鸡项目充
满信心。

“90后”的吴苏胤大学毕业后就自筹
资金先后创办了一家再生物资公司及一
家养鸡合作社， 带动当地30余村民创业
致富。

近年来，珠晖区坚持“打基础、求长
远、重实效”的工作思路，以“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战略为引擎，先后建设了冶金
街道“青年夜市一条街”、广东路街道“太
平洋百货青年创业园”和苗圃街道“铁路
创业会”等3家青年“双创”示范基地。打
造了1家大学生创业园、1家青年就业创
业见习基地，每年提供青年见习培训800
余人次。 还联系驻区金融机构、 融资单
位，合作实施“阳光未来”青年创业小额
贷款项目。

与此同时，该区还基本建成了以和
平乡生猪养殖、酃湖乡葡萄红提经济作
物种植、茶山坳镇花卉苗木培育、东阳
渡街道休闲度假农业为代表的农村青
年创业新版图。据统计，该区组建的农
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目前已吸纳近
60名固定会员。2016年， 该协会共辐射
带动700余名农村青年成功创业， 当上
老板。

三次飞跃到“伊家”
———一个沅陵妹子在东莞的创业路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亿万人

民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 成为新的富民
之道、强国之策、发展动力之源 。最近召
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把“坚持创新引
领，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列为今年要切实
抓好的6项工作之一，三湘大地将掀起新
一轮创业创新浪潮。

为顺应 “双创”大潮 ，从今天起 ，《湖
南日报》推出新专栏《创业记》，把目光对
准广大小微企业主、草根“双创”之星等，
报道其奋斗创业的故事，请予关注！

编者按

“父母、妻女就是手心里的宝”

苗歌声声
———泸溪小章乡用苗歌宣讲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2016年12月30日，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和刘习明先生自拍合影留念。当天，南华大学举行“刘习明奖学金”颁奖仪式，30位学业优
秀的困难学生获得奖学金。该奖学金由长沙生殖医学医院院长刘习明先生个人出资设立。近年，他先后在湖南师范大学、吉首大学等
4所高校设立了奖学金，每年出资50多万元，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曹正平 王少华 摄影报道

南华大学“刘习明奖学金”颁奖

珠晖区700余
农村青年当上老板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黎治国 王成均

“流转、工资、分红，一年收入相当于以前干3年，做梦
也想不到。”

2016年12月28日上午，在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新桥
村禾佳生态农业园，一场特殊的乡村分红仪式闹火田野，
60多岁的特困户王孟菊数完分到的钱后，算了一年的总
账：1.3亩土地流转费800元， 和老伴两人一年务工工资
3.84万元，帮扶资金入股分红900元，净得4万余元。

禾佳生态农业园就是这些贫困户脱贫的“梦工厂”。当
天，村里76户贫困户和村集体共获“股东红利”7.92万元。

村文书谷真祥笑逐颜开。他告诉记者，新桥村是省军
区帮扶联系村，工作组驻村后，引进了张家界禾佳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帮助筹资52.8万元，以新桥村集体和精准扶
贫户名义共占股份10%，其中村集体经济按30万元入股，
本村及周边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28人按每人1000元入
股，探索“公司+基地+村集体+农户”帮扶模式，打造“实
施精准扶贫，建设全面小康”的“梦工厂”。

“过去种水稻、 玉米和油菜， 每亩年纯收入不足
1000元，现在把土地变成了创意农场。”禾佳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付斌介绍，禾佳生态农业园紧邻红二方
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 总面积523亩， 土地全部从贫
困户流转而来，设亲子田园、绿色蔬菜种植、特色生态养
殖、特色水果采摘、生态餐饮、生态客栈等园区，融入乡
村休闲旅游要素，借助红色旅游，构筑一道美丽的乡村
旅游风景线。

穿行田间，绿油油的松花菜长势喜人，数十名村民正
在采摘、打包、装运，井然有序。付斌说，菜地里施的底肥
全部是农家肥，种出的真正是绿色蔬菜，全部销往武汉，
一公斤均价2.5元。

贫困户的“梦工厂”

东安东莞招商引资
19.7亿元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梦湖 吕兆伟） 万紫千红春世界， 人潮灯海涌如云。
2016年12月29日晚，3000万盏LED彩灯点亮了郴州市苏
仙区王仙岭旅游度假区，当天启幕的灯光节为市民、游客
带来了一场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

当天晚上8时，王仙岭旅游度假区内人声鼎沸。彩灯
争奇斗艳，塑造出富士山、时光隧道、爱心长廊、天鹅之
恋、荷兰风车、奇幻森林等各式主题。拾阶而上，漫步而
行，欢笑声交织着唯美乐曲、潺潺流水声，在夜幕下营造
出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

苏仙区举办灯光节

3000万盏灯造梦幻奇境

老百姓的故事

创业记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蒋海兵）今天20时，满载集装箱的万邦源海号江轮缓缓
驶离岳阳新港码头，开往上海港。岳阳新港2016年共完
成集装箱吞吐量294388标箱，加上长沙集星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2016年完成的121247标箱，湖南城陵矶国际港
务集团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1.56万标箱， 比上年净增
5.8万标箱。

2016年1月8日， 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正式运
营。面对港口行业整体下滑的不利形势，港务集团按省、
岳阳市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水水”中转战略，即以岳阳新
港为长江中游地区集装箱中转枢纽、 湖南外贸进出口中
心，充分发挥岳阳、长沙两港联动效应，开通和优化城陵
矶至长沙、常德、衡阳等地内河航线，将长江中上游地区
及湖南腹地的集装箱用小驳船运至岳阳， 班轮公司在岳
阳大幅增发“五定班轮”，通过“水水”中转统一发往上海。
2016年11月以来，长沙、常德、衡阳等省内主要港口水运
集装箱中转率达98%以上。

为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港务集团借鉴上港集团先
进管理经验， 投入400多万元引进海勃TPOS4.0生产管
理系统，大力推进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精细化、系统
化管理；通过每天调度生产、每月分析市场、科学配置操
作班组、优化作业流程、增加有效作业时间、提高堆场使
用效率、推行“一船双线”作业、实行船舶计划预报等一系
列措施，实现港口装船速度成倍提升。2016年11月12日，
岳阳新港昼夜集装箱装卸1771标箱，刷新建港以来单日
记录。该港当月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0108标箱，比历史最
高记录净增6522标箱。

城陵矶集装箱年吞吐量
达41.56万标箱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覃阿风 孔祥超）最近，记
者在古丈县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
访时， 意外看到公路沿线生长的银杏、钟
萼木、鹅掌楸等珍稀植物树干上，都配置
了二维码标牌。拿起手机扫描，就能了解
该植物的学名、科目、产地、属性、保护级
别等详细信息。

保护区人员介绍， 通过与高校合
作， 保护区最近首次为1000余株珍稀
植物量身定制了二维码标牌。高望界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植被多样，有国家一
级保护植物4种、 二级保护植物33种，
另有兰科植物36种、 省重点保护植物
25种。

古丈为千株珍稀植物
量身定制二维码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袁光宇 袁学龙

进入冬季，农村各种喜事多起来，这可把绥宁县黄土
矿镇大湾村的陈顺遂老人忙坏了。 因为他是当地农民眼
中的“书法家”，有人请他写寿联，有人请他写婚联，有人
请他写乔迁之喜联……近日， 他挥毫为一户人家书写了
一副婚联：“鸟恋林鱼恋水情哥恋情妹， 云配月叶配花佳
女配佳男。”赢得围观者阵阵掌声。

2016年80岁的陈顺遂是一位幸福的老人，育有三女
一儿，儿女个个事业有成。然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虽然
岁数大了，还种了1.2亩田、管理着一个橘园，2016年收了
1000多公斤稻谷、摘了2000多公斤橘子。他老伴常夸他
身体好、能吃苦。当然，更让老伴引以自豪的，是陈顺遂写
得一手好毛笔字。

据老伴回忆，当年陈顺遂到她家去相亲，她爹正在埋
头给别人写对联， 陈顺遂凑过去看他写， 还不时指点一
下。她爹停下来，把毛笔递给陈顺遂，要他写几笔。陈顺遂
也不谦虚，拿起笔写了一副婚联。她爹一看，字写得确实
好，马上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他。

陈顺遂与老伴结婚快60年了，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他一直没有放弃书法练习。农闲时，一些人打牌赌博，陈
顺遂却从不沾染不良习气，数十年如一日研习书法，经常
受邀为当地农民书写对联，越写越有“名”。

八旬老农的“毛笔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