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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出精彩人生
——
—记衡阳市蒸湘腾跃工艺厂厂长肖跃莲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3月7日， 细雨濛濛， 由衡阳市残联举办的
2017年全市残疾人就业援助专场招聘会在雁峰
广场启幕。 肢体残疾人蒋曼来到招聘现场，特意
选择了一家手工编织企业。 当天下午，她就可以
去单位报到上班。
蒋曼选择的是衡阳市蒸湘腾跃工艺厂，其
负责人是55岁的残疾人肖跃莲。
“残疾人不靠别人养活，要自强自尊生活，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肖跃莲说。
肖跃莲因患小儿麻痹症，双脚严重变形。 但
她以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历经千辛万苦，办起
了蒸湘腾跃工艺厂，吸纳1300多人就业。
1962年夏天，肖跃莲在衡阳出生。但出生才
3个月，她就因高烧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病症让肖跃莲无法正常行走。 父母为她做
了一条小板凳，她就用双手扶着凳，拖着双腿在
地上爬。 5岁那年，她要家人给她做了一副拐杖，
在家拄着拐杖练习走路。 100多天后，她能拄着

拐杖平稳行走了，兴奋不已，并第一次走出门，
站在湘江边大喊：
“
我也可以站起来啦……”
1978年， 肖跃莲有幸成为衡阳天原有色金
属公司职工。但1995年公司破产，肖跃莲再次跌
入困境。
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一次，街上一个手工编
织围巾、拖鞋的小摊吸引了肖跃莲。“我也会钩
针织品呀！ ”她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买来毛
线，在家里用钩针日夜编织。 一个星期后，10多
件精美的帽子、围巾等针织品织出来了。
产品出来了，肖跃莲带着6岁的侄女，来到
地处偏僻的衡阳市氮肥厂围墙边，摆起了地摊。
她让侄女守摊，自己躲在围墙后。“姑姑，快出
来，有人买围巾。 ”见有顾客光顾，小侄女大声喊
她。 她躲在角落里不敢出来，等人走后，赶紧拖
着小侄女跑回家。
“靠自己劳动赚钱，不是什么丑事！ ”后
来，肖跃莲鼓起勇气，选择繁华地段叫卖她的
产品。 产品质优价廉，每次销售一空，一次能
赚几十元钱，这是肖跃莲创业赚取的“第一桶

金”。
1998年，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靠着最原始
的资本积累， 肖跃莲接下了蒸湘区一家小编
织厂，主要生产手工编织毛线产品。 这年她36
岁，她给工厂起名“蒸湘腾跃工艺厂”，希望有
一天能实现升腾与飞跃。
万事开头难。 租厂房，买设备，聘工人，每
件事都不容易做。 工厂接到的第一笔订单是
长沙一家公司订购一批拖鞋， 有30%的预付
款。 但任务重、时间紧，为了赶货，肖跃莲克服
腿脚不便的困难，带领10多名员工加班加点，
最终如期交货。
为了获取订单，肖跃莲只身上京下粤。 为
节约开支，她每次都坐便宜的车，住便宜的旅
社，吃便宜的盒饭。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与朴实诚信的品
格，肖跃莲创办的蒸湘腾跃工艺厂日益壮大。
现在，蒸湘腾跃工艺厂有员工1300多人，开发
出手工服装、围巾、工艺花朵等产品300多种，
产品远销美、日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妈妈老师”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田如瑞 谭宏福

“妈妈老师，谢谢您！ ”3月3日清晨，江永
县源口瑶族乡学校学生小刚，从睡梦中醒来，
充满感激地对他的老师万姗说。 3日凌晨，万
姗查房时发现小刚发烧， 立即把他送到乡卫
生院，一直守在她身边。
“妈妈老师”，是源口瑶族乡广大学生对
万姗发自内心的称呼。 1988年，万姗从江永县
城来到瑶乡库区， 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
给了库区的瑶山娃。 今年3月，万姗荣获“全国
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

小船悠悠师生情
1970年，万姗出生在该县城关镇，在城里
长大。 18岁那年，她应邀到该县源口瑶族乡大
瑶山里的一位同学家里玩。得知在瑶山库区，里
面的老师留不住，外面的老师派不进，最长的工
作不到两年，最短的工作不到半年就走了。
此后， 山里孩子渴求知识的神情不时在
万姗脑海里浮现。 万姗说：“我就觉得应该为
这些山里娃做些什么。 ”
这年新学期开学， 万姗通过考试进入教

师队伍， 先后在源口瑶族乡源口水库里的大
田村、杉木坪村小学任教。 库区里的瑶胞分散
居住，万姗除了上课，每天中午还要给学生做
午饭。 傍晚， 再划着小木船把学生一一送到
家。 为了给孩子们做饭， 从没干过农活的万
姗，利用上课之余和双休日上山砍柴。 她还麻
着胆子学划船，终于成为了行船的里手。 记者
看到，万姗的手掌上，布满着因经常砍柴、手
握船桨留下的厚厚老茧。
2007年底，源口瑶族乡大雪封山，水库里
船不能行驶，山路无法行走。 万姗把学校20多
名学生留下来，白天辅导功课，每天晚上烧起
炭火，组织大家表演节目。 半个月后，大雪融
化，她把学生安全送回家。
20多年来， 万姗有好几次调往县城工作
的机会，但她都婉拒了。 她说：“我放不下这些
山里娃。 ”为了大瑶山的孩子，万姗与当地一
名瑶族青年结为夫妇，把根扎在了大瑶山。

学生冷暖挂心头
2011年9月，杉木坪小学撤并到源口瑶族
乡学校，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 万姗担任低年
级任课老师。 这些孩子当中，不少是第一次远
离家人。 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学习，万姗无微不

至地照顾学生们。
每天忙完教学工作，万姗还要为学生们洗
澡、穿衣服，给生病的学生开小灶。 经常为困难
学生垫付学费、伙食费。 每天晚上，万姗总是握
着手机睡觉，让手机每隔两个小时一次闹铃。万
姗醒来后就到学生宿舍查铺，给学生盖被子、叫
醒爱尿床的学生上厕所。 有年幼的学生晚上哭
着找妈妈，她把他们抱到身边睡。 学生小荷说，
刚来学校时，自己晚上老是想起爷爷奶奶，忍不
住哭。 为此，万姗每晚都要陪着小荷睡着了，才
离开，晚上还要查看四五次。
学生刘钩告诉记者，每学期刚开学时，学
校食堂还没有上班， 万老师家就是我们的免
费食堂。 哪个同学爱吃什么，万姗都知道，她
经常变着花样给大家做饭做菜。
学生的冷暖，万姗始终挂在心头。 小琳、
小勤父母常年在外，万姗见她俩衣着单薄，动
手给她俩织毛衣。 去年冬天，万姗发现学生小
勇还穿着一双拖鞋，立即给他买来新棉鞋。
向课堂要质量，不断改进教学方式方法，
是万姗不懈地追求。 这些年来，万姗探索出语
文教育“故事导入法”和“联想启迪法”，效果
显著，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也得到了教育部
门的肯定。

“
三八节”
秀厨艺
3月7日， 中石
化巴陵石化举行庆
“三八” 巧媳妇冷餐
厨 艺 赛 ， 近 180 名
女工参加了水果拼
盘、 特色凉拌菜及
刀工三项厨艺比赛，
充分展示了女工
“上得工场、 下得厨
房， 认真工作、 开
心生活” 的风采。
彭展 摄

岳阳：树清廉家风 女性在行动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舒向峰）
“
再困难， 我也不能拿我的职业操守、司

法情怀来换钱。那换来的，不是家庭危机的解决，
而是深不见底的权钱交易的
‘
黑洞’。 ” 3月3日，
岳阳市纪委、 市妇联组织市直副处级以上单位
男性班子成员的配偶近500人， 举办了一场以
“
树清廉家风，创美好家庭”为主题的报告会，4位
优秀妇女代表用质朴的语言， 分享她们的清廉

家风故事，感染现场每一位听众。
岳阳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李挚在报告
会上动员道：“作为家庭成员的妇女， 要争做
良好家风的‘传承者’，树牢积极健康的‘幸福
观’，常吹提神醒脑的‘枕边风’，当好拒腐防
变的‘守门员’，用实际行动筑牢反腐倡廉的
家庭防线。 ”
今年以来， 岳阳市纪委与市妇联在全市

部署开展了“树清廉家风，创美好家庭”活动，
向全市妇女发出“树清廉家风，创美好家庭”
倡议书；深入挖掘张谷英等的家风故事，编排
花鼓戏《枕边风》等节目，开展廉政宣传；组织
全市领导干部的妇女家属向领导干部写廉政
寄语。 通过这些活动引导，进一步发挥了女性
在清廉家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形成了清廉家
风建设的浓厚氛围。

“三八”劲吹廉洁风
洪江市对新任领导干部及配偶进行廉政教育
湖南日报 3 月 7 日 讯 （记 者 肖 军 黄 巍 通
） 仁孝廉洁，严教
讯员 刘辉霞 段敏 杨金山“

子女，懂得感恩，家庭和谐”……3月7日，在洪
江市举行的以“大美洪江 廉洁齐家”为主题
的庆“三八”家庭才艺大赛暨领导干部及配偶
弘扬“廉洁好家风”主题活动会上，浓浓的廉
政教育与家风家训展示融入到每一个节目之

中，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洪江市唱响
“廉政、廉洁”主旋律，对新任领导干部及配偶
进行廉政教育培训，同时宣读、签订家庭助廉
倡议书和承诺书，征集最美家风家训。 在活动
现场， 洪江市某领导干部家属刘华高兴地签
署了家庭助廉承诺书， 并表示将充分发挥家

庭在反腐倡廉中的重要作用，当好“廉内助”
和“贤内助”。
近年来，洪江市纪检、宣传、妇联等部门
把廉洁家风建设引入到日常工作中， 联合开
展多种形式的“廉洁家风”文化教育活动20多
场次，受教育的领导干部、妇女和群众达10万
余人。

善卷故里“
雷锋兵”
—记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常德经开区消防大队
——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王颂扬

在善卷故里常德， 活跃着一支用雷锋
精神铸造的钢铁劲旅——
—常德经开区消
防大队。
灭火救援、扶贫帮困、关爱群众……他
们27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近日，常德经开区消
防大队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示
范点之一。
是什么动力促使他们能做到这样? 3
月6日，记者走进常德经开区消防大队，寻
找其中的答案。

“看到你们，
就像看到了我的亲人”
3月6日，雨后初霁，走进位于沅水之
滨的大队营区， 立即有一种春风拂面之
感：修剪整齐的绿化植物，整洁干净的营
房，寻遍整个营区，也没有一点纸屑烟头。
“在大队里，学雷锋并不只是喊喊口
号，而是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大队教
导员龚红兵说。
今年2月10日，大队10名“学雷锋”志愿
者走进常德塑料七厂救火英雄刘作发家中，
刘作发因1988年参与火灾扑救而大面积烧
伤，定为六级伤残。 志愿者为他送上节日的
慰问，并将他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这样的看望慰问已成了大队的一个
优良传统，每逢春节、中秋节、重阳节等重
大节日，他们都带着慰问金和米、面、油等
生活用品，对辖区内的孤寡老人和下岗工
人进行慰问，帮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
题。 家住德山镇九龙庵村四组的何秋菊老
人， 其长子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每
次对过来看望她的官兵说 ：“看到你们，
就像看到了我的亲人！ ”
27年来， 队里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
茬，不变的是坚持不懈的雷锋精神。
2017年新学期开学伊始，常德市一中
学生张明阳又收到一笔饱含经开区消防
官兵爱心的捐款。 从2012年开始，大队从
驻地的常德市二中、崇德中学选取品学兼
优的贫困学子，开展“红门助学”活动，持
续对他们进行爱心捐助。 2016年，张明阳

作为特优生被常德市一中录取。当年，长期
接受捐助的常德市二中学生孙梦以优异的
成绩考取了武汉理工大学。

“春风化雨，将雷锋精神
融入官兵血脉与灵魂中”
2016年4月5日，常德市经开区东风纺
织厂老板将一面写有“水火无情人有情、经
开消防系百姓”锦旗，送到经开区消防大队
官兵手中，对在“3·31”火灾中,消防官兵勇
扑棉纱仓库大火, 未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
人员伤亡表达谢意。
“养兵千日，用兵千日”。 对于经开区
消防大队官兵来说，警铃就是冲锋号，火场
就是战场。 危难时刻，他们总是义无反顾、
舍生忘死的奋勇战斗在第一线。
2014年7月17日， 常德地区因长时间
强降雨导致沅水水位暴涨， 当天11时，常
德经开区开心敬老院出现内涝。 接到求援
电话后，大队官兵火速赶往现场组织施救，
他们趟过齐腰深的洪水，将滞留在养老院
内的60多名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 转移完
这批老人，他们又接到命令，家住附近社区
82岁的吴秀枝因儿女外出， 正被困家中。
两名消防战士趟水将她背出破旧的宿舍
时，房子突然坍塌。 事后，老人一家人对消
防官兵感激不已。
近5年来，大队官兵牢记使命，处置各
类灭火救援事故630余次， 抢救被困人员
近300余人，抢救财产价值3.7亿元。
学雷锋精神，重在坚持、传承。
二班班长肖权誉的父亲是衡阳的一名
房地产开发商，入伍之前是个只知享受，不
吃苦的“公子哥”，来到部队，他被大队传承
下来的“螺丝钉”精神所感化，受到众多优
秀战友敢于拼搏的斗志洗礼，很快成长为
一名拔尖的消防战士。 7年来，他参加灭火
和抢险救援300余次， 抢救遇险群众近百
人，先后荣立3次三等功。
“公安消防部队要有海绵的涵养，泰山
的担当，一直以来，常德消防始终坚持把学
雷锋、做好事作为政治责任和自觉追求,春
风化雨，努力将雷锋精神融入每一名消防
官兵血脉与灵魂之中。 ”常德市消防支队
支队长丁为鸣对记者如是说。

把爱洒在社区里
—记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刘映先
——
姚学文 罗雅琴

近日，中宣部公布第三批50个全国学雷
锋活动示范点、50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廖家湾社区党总
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映先被评为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
刘映先给人的印象是，年纪不大，却稳
健持重；温文尔雅，却富有活力。
2003年，刘映先到侯家塘街道枫树岸社
区工作。 这是一个老旧社区，人口五六千，社
区工作人员仅六七人， 每个人事多繁杂，从
发老鼠药到城管、卫生、安全，样样要管。 社
区内军属新村居住的多为军属，一些人体弱
多病，还有不少孤寡老人、残疾人。 刘映先
想，社区是否可以想一个办法，让那些有爱
心的人一起来帮助有困难的人？
2005年3月，已任社区党支部书记的刘
映先，牵头成立“党员会客亭”，组织社区十
几位有爱心的退休党员， 轮流开展爱心活
动。
党员会客亭”的作用很快显现，一些困
“
难居民得到帮助， 多年的臭水沟得到治理，
社区秩序也明显好转。
2008年，刘映先到廖家湾社区担任居委
会主任。 相比别的社区，廖家湾社区各方面
工作都是靠前的，但上级给她的任务，是要
创办一个社区建设的品牌。 这对刘映先而
言，既是压力，又是动力。
当时，社区女孩李银考上了大学，这本
是喜事，但面对不菲的学费，李银一家人犯
愁了。 原来，李银母亲是残疾人，而父亲患癌
症，欠下巨额医疗费。 当年，社区还有一个叫
王思思的，也考上了大学，可家境贫困，学费

同样没有着落。
刘映先找到社区单位长沙市化工研究
所，恳请他们帮忙。 该所负责人欣然应允，承
担两个孩子的学费。 这让刘映先明白，社区
力量有限，但可以搭建平台，让各类组织、各
界人士参与，共同做好社区工作。
从此，在廖家湾社区，逐步建立起以社
区党总支为主导、党团员为核心、社会各界
共同参与的爱心帮扶、志愿服务等网络。 社
区居民组建了维修队等多支志愿者队伍，既
开展帮扶活动，又帮助管理社区。 外面来社
区扶贫济困的社会组织也有近20个，还设立
了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每年举办各种公益
活动200多场次。
社会组织参与，壮大了廖家湾的爱心队
伍。 然而，久而久之，问题也暴露出来。 有的
私营医疗机构进入社区，免费发点米、面、油
等物品，却借机留下居民的联系方式，然后
不断骚扰，推销产品，让社区居民大为光火。
“社会组织鱼目混珠， 如何把好这个
关？ ”刘映先通过查阅国内外社区志愿服务
案例，渐渐找到了答案：建立一套完善的规
范机制，从源头上杜绝问题的产生。
2011年，刘映先牵头，邀请有关专家，以
廖家湾社区志愿服务经验为蓝本，经过总结
提炼， 制定了“社区志愿服务管理规范”。
2013年12月，该规范作为全国首个“地方标
准”正式发布。 2014年3月，规范正式实施，填
补了一项国内空白。
现在， 廖家湾社区越来越多的党员、居
民走出家门，成为社区志愿者。 大家感受到
了参与的快乐，也享受到了志愿服务带来的
幸福。 社区环境好、秩序好、民风好，大家相
处融洽，过得舒心快乐。

江永县勾兰瑶村的妇女们走在致富路上——
—

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登台演出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瑶家阿妹表演的节目让人耳目一
新，很过瘾！ ”3月6日晚，在江永县兰溪瑶
族乡勾兰瑶村民俗表演厅， 来自上海的
何如雄边观看表演，边吃着瑶家菜，还不
断鼓掌叫好。 据了解，这些载歌载舞的瑶
家阿妹，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农家女，她们
白 天 下 地 干 活 ，晚 上 登 台 演 出 ， 她 们 轻
松快乐的瑶家女子拳、“洗泥巴”、簸箕舞
表演，不仅给客人带来了快乐，还为自己
增加了收入。
勾兰瑶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是
江永县“四大民瑶”之一勾兰瑶聚居地。 一
年前，上级在村里开展精准扶贫，村妇女主
任欧阳美妃和村文化传承人欧阳慧英，牵
头组建了有25名瑶家阿妹参加的民俗表

演合作社。她们空闲时聚在一起排练，将瑶
家女子拳、瑶家歌舞、“四个鸡蛋定终身”等
独具特色的瑶族民俗融合起来， 每当有客
人到来，都要举行快乐的篝火晚会。游客们
一边吃着瑶家特色的美食， 一边欣赏瑶家
阿妹原生态的民俗表演。
今年以来， 她们共组织晚会表演48
场，吸引游客数万人次，为村集体和村民带
来了30多万元的收入。 随着游客的增多，
勾兰瑶阿妹还推出了亲子采摘、 水塘捉鱼
等休闲娱乐项目，深受游客们欢迎。 目前，
村里的瑶家阿妹还开办了8家农家乐、2家
自行车出租行、4家淘宝店。
瑶家阿妹的快乐歌舞， 让村里的旅游
很快火了起来。 去年该村共接待游客20多
万人次，村民人均增收1560元。 目前，全村
120户贫困户412人已全部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