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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尹建国 周玉意

“感谢邵阳人民对我们的关注和帮助，
一个星期的寻访虽没有太大的进展， 但家乡
人民的热情和媒体的跟进报道让我与养母
特别感动！ 我不会放弃， 我还会回来寻找，
我想看到我的亲生父母。” 从荷兰跨国来邵
阳寻找亲生父母的邵艳妮， 5月31日踏上了
归国的路程。 这是继去年盛夏后， 邵艳妮和
她的养母贝尔第二次不远万里来邵阳寻找
亲人。

身世成谜
邵艳妮今年17岁。 1999年11月14日，

一名出生才两三天的女婴被遗弃在邵水西
路市一中附近。 当时， 孩子除了用一块绿
色的布料包裹着外， 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信
息。 孩子被送到市福利院后， 工作人员给
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邵艳妮。 邵艳
妮10个月大时， 被荷兰阿纳姆市的彼得和
贝尔夫妇收养。 邵艳妮的养父彼得是IT高
管， 养母贝尔则在一家慈善机构担任人力
资源部经理。 17年前， 两人通过中国儿童
福利和收养中心， 收养了邵艳妮。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 她看起来是
那么脆弱， 我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她。” 贝
尔说。 在邵艳妮之后， 彼得、 贝尔夫妇又
收养了一名贵州女孩和一名湖北男孩。 为
了3个孩子， 贝尔夫妇放弃了生育自己的孩
子。

随着邵艳妮的长大， 邵艳妮的身世成

为不得不提的问题。 “等她刚学会说话的时
候， 我们就告诉她， 她是被收养的。” 贝尔
回忆。

首次回邵
随着年龄增长， 邵艳妮对自己的身世充

满了好奇， 对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的愿望越
来越迫切： 自己从哪里来？ 亲生父母长什么
样子？ 有没有兄弟姐妹？

2016年7月27日， 在精通英语的安徽合
肥爱心女士柳老师的帮助下， 彼得夫妇带着
3个孩子第一次来到邵阳为邵艳妮寻找亲生
父母。

他们精心印制了寻亲传单， 传单上印有
基本情况、 《给遗弃小孩父母的一封信》、
孩子各个年龄段的照片、 电子邮箱和微信二
维码等。 他们先后在邵阳市李子园一带、 三
眼井农贸市场、 南门口农贸市场、 资江南路
等地散发传单。 后来经人指点， 他们又到邵
阳县塘渡口镇寻找。

这年7月31日， 他们来到邵阳市资园农
贸市场。 无论走到哪里，彼得一家五口都得
到当地群众的热情帮助。 北塔区状元洲街道
办事处干部黄湘林还将邵艳妮邵阳寻找亲生
父母的故事编成微信，在朋友圈中广为散发。

对此， 邵阳媒体也报道了邵艳妮回故乡
寻找亲生父母的新闻， 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报道刊发后， 曾有两位市民提供过线索， 但
因DNA不匹配， 一行人无功而返。

二次寻亲
时隔近一年， 强烈的思亲之情在邵艳妮

心里燃烧， 她在养母的陪同下， 再次踏上了
寻亲之旅， 继续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今年5月25日， 贝尔带着邵艳妮来到邵
阳。 “虽然第一次没有找到邵艳妮的亲生父
母， 但通过寻找我们看到了希望， 所以， 今
年我们又来了。” 贝尔说,他们尽力帮女儿寻
亲， 她愿意找亲人， 相信亲生父母也是欣慰
的。

面对记者采访， 邵艳妮说， 在荷兰和收
养她的父母相处得非常融洽， 但是对于自己
和别人的不同， 艳妮从小在心里充满了好
奇。 我从小跟周围孩子与同学相貌不同， 我
想找到亲生父母， 看看我是否长得像他们。
我不恨他们。

此行， 艳妮和养母两人仍选择了菜市
场、 车站、 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 5月27
日上午， 一名知情人向他们提供了线索， 在
友人陪同下， 母女俩兴奋地前往。 “年纪不
对， 相差了一岁。” 贝尔表示。

艳妮告诉记者， 此次寻亲之旅， 她会和
养母在邵阳住上一个星期。 她希望亲生父母
能看到各媒体的报道， 能够有好心人和知情
人可以提供线索。

5月31日， 回荷兰前， 贝尓说： “这几天
有不少热心人和邵阳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系
我们， 我们面谈了一些家庭， 之后会去做
DNA检验。” 如果这次仍无功而返， 邵艳妮
是否会一直寻找？ 贝尔给出了不确定的答案：

“我不知道， 也许她会吧。 但我们会一直陪着
她， 只要艳妮愿意找下去， 我们也会尊重她
的意愿， 我们会常来邵阳的， 毕竟这里是艳
妮出生的家乡!”

周月桂

有一位朋友，3年前开始做微商，希望借
此实现“财务自由”，最开始卖的是护肤品，其
后是内衣，然后是童书，再然后是文具……此
人不可谓不勤奋，每天忙着加人，然后到朋
友圈刷屏，被拉黑，于是测试清人，再加人，
再刷屏，再被拉黑……终日忙碌，收效甚微，
却成为一个人见人厌的“人肉刷屏机”，而想
象中的“财务自由”却似乎越来越远了。

与之相反的， 是一位相熟的微店店主，
热衷于用花花草草制作精油、手工皂之类的
产品，店里售卖的只有寥寥几种产品，价格
不菲却销售火爆，轻轻松松月入数万。 她从
不在朋友圈刷屏， 开了一个私人微信公众
号，兴之所至更新一些花花草草的文章，“粉
丝”转化为客户的成功率极高。

前一位朋友觉得很 “委屈”： 明明自己
更努力 ， 为什么成功的却是比自己 “懒 ”
的人。

表面上看，大多数微商都是很努力很拼
的。 然而，借用一句话说，这是在“用战术上
的忙碌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他们不思考行
业现状，不打理产品，不提炼核心优势，不打
造品牌，只会机械地刷屏、加人，重复那些夸

大其词的功效、千篇一律的谎言。说到底，这
些漫不经心的低端营销方式，跟传统的发传
单、贴“牛皮癣”毫无二致。微商，这个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新兴行业， 本应拥有更开放、轻
盈、多元的美好气质，何至于用如此低端野
蛮的方式获取微利？

反观后一位朋友，没有刷屏并非没有努
力，而是把精力用在打理产品、打造品牌上。
她的公众号内容虽不多，却是经过精心选择
精准投放的，贵在以少胜多。 产品价格虽略
高，但因质量好而性价比高，还会应时应节
推出特色产品，比如端午的艾叶手工皂、“六
一”的花露水……任何时候，好的创意和产
品，都会有人买单。

作为一种门槛很低的微小创业，微商依
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进入到一个更高
规格的时代。如今，低端的产品与营销，可能
终究只能在金字塔的底端忙乎，能够让你脱
颖而出的，是遵循商业规律，用互联网的思
维做品牌，以诚信与智慧打造产品。

微商的“尴尬”对普通人创业也有启示，
假使你终日忙忙碌碌、劳而无获，不妨停下
来问一问自己： 我希望向世界获取什么，相
对应的，我又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是刷屏的
谎言还是真正的好产品。

通讯员 吴义国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吃着粽子，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谁？ 除
了屈原， 还有伟人毛主席。 其实他与屈原是
有神交的， 他们神交于忧国忧民的情怀， 神
交于伟大崇高的人格……” 端午节期间， 长
沙市岳麓区第一小学的10岁学生张埜璘以
自己的方式， 为前来湖南省党史陈列馆参观
的学生们， 讲解党史故事， 收获无数点赞：
“这是比粽子更香甜的精神大餐”。

从接受“初心” 洗礼， 到成为“初心”
传播者， 一颗颗稚嫩的“童心” 在湖南党史
研究室的呵护与历练下， 逐渐成长为红色党
史故事的“代言人”。

“童心”盼“初心”
“我们什么时候有自己的儿童讲解员

啊？”
2017年元旦， 湖南党史陈列馆留言簿

的第一页第一行， 一条署名为“小学四年
级学生黄紫橙” 的留言， 让省委党史研究
室的党员干部们触摸到一颗纯真的“童
心”： 孩子们希望更好地了解党史， 更好地
传承红色精神。 但是， 如何让少儿更好地
融入党史教育？

为此， 省委党史研究室历时一个月，
深入11家学校、 社区等单位进行了48次深
度调研， 梳理出当前红色资源教育面临的7
个问题， 如： 党史故事如何真正走进少儿
的心灵？ 党史如何与现代教育取得最大公
约数？ ……

“少儿是祖国的未来， 今天接受党史
教育， 明天也会书写党史。” 省委党史研究
室调研组提出了引进小志愿者作党史馆讲
解员的构想： “用少儿的语言解读党史，
用属于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和诠释党史，

才能真正让党史‘活’ 起来， 让少儿更懂得
肩负历史责任的使命感。”

对此， 时任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志初
给予“点赞”： 运用红色资源对少儿进行党
史国史教育， 是用纯粹的“初心” 之光来点
亮纯真的“童心”， 让他们在接受“初心”
培育的同时， 与“童心” 产生共鸣， 将其培
养成为忠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参
天大树”， 打造成为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民
族脊梁”。

“匠心”铸“童心”
2017年初， 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 打

造一支由少儿志愿者组成的党史宣传骨干。
2月份组织招募培训， 3月份起开始志

愿服务， 每周末举行。 湖南党史陈列馆根据
小志愿者们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长， 将他们
划分为讲解组、 文艺组和礼仪组， 由专家授
课、 讲解员对小小志愿者实行一对一的指
导， 主要从待人礼仪、 经典党史故事、 文物
知识、 语言表达能力、 讲解技巧以及形体仪
态等方面进行培训， 着重培养孩子的党史认
知， 在孩子心底播种下爱国爱党的种子， 同
时提高孩子的社会服务意识和与人交流沟通
的能力。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
翰， 还有后来人……” 年龄最小的七岁孩子
王安冉已经6次为同龄学生讲述夏明翰壮烈
牺牲的故事了。 每次义务讲解， 她是最积极
的， 从不缺席。 刚开始时， 王安冉紧张得声
音颤抖， 对口指导的讲解员李霞总会及时为
她“解围”， 耐心地鼓励， 慢慢地王安冉讲
解越来越自信。 如今， 她不但在志愿服务中
表现出色， 在学校的很多活动中， 还成为了

“金牌小主持” “升旗手”。
“我们将每年培养20到30名新的志愿

者， 让他们成为红色故事的播种机……” 湖
南党史陈列馆宣教部长陈艳介绍说， 届时还
将从部分市州选拔一部分小志愿者进行培
训， 让红色故事传遍三湘四水。

“童心”映“初心”
“我能背12首毛主席的诗词， 能讲5个

党史故事， 还代表小志愿者受邀参加 《全省
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 并给叔叔阿姨讲了党
史故事”。 “六一” 前夕， 在学校的表彰会
上， 张埜璘满脸自豪地说起做志愿服务以来
的种种收获， 吸引了不少同学羡慕的眼光。

像张埜璘一样， 首批领到湖南党史陈列
馆颁发的“小小志愿者” 的22名孩子， 在
讲解、 礼仪等考核中“成功晋级”， 成为党
史故事“新声代”。 据湖南党史陈列馆馆长
朱习文介绍， “他们已经能单独讲解一个方
面的党史故事， 将分期分批为游客们服务。”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湖南党史陈列馆， 游客们经常会欣赏到讲
解员姊妹花的精彩讲解， 她们是来自长沙博
才咸嘉小学的双胞胎姐姐刘一晨、 妹妹刘一
曦。 姐妹俩的父亲是深圳人， 祖籍湖北， 定
居长沙3年， “了解湖南就从熟悉湖南红色
历史开始”。 姊妹俩不仅会背诵诗词和学唱
红歌， 而且还自编了 《浏阳河》 等2个舞
蹈， 适时为游客表演。 她们稚嫩甚至有些跑
调的歌声， 透着一颗饱满深情的纯真童心，
简单甚至不着调的舞蹈， 彰显着她们对红色
党史的执着和热爱， 让游客情不自禁地跟着
歌舞。

“我们将支持和鼓励百名小志愿者深入
党政机关、 学校、 社区等地， 义务讲解党
史，” 湖南党史研究室主任庄超介绍说，

“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湖南党史宣教骨干， 在
三湘大地打造一道党史宣传的亮丽风景线。”

� � �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昔日山坡地，今日花果山。 端午节期
间，江永县3.6万亩桃子陆续成熟上市。 5月30
日，在江永兰溪瑶族乡香花井村的桃园里，记
者见到，成熟的油桃、黄桃挂满枝头，果香四
溢。 桃农们正忙于采摘成熟的桃子。

“这几天，我们卖出了3万多公斤，大多
销往广东、上海等地。”香花井村瑶民高景凤
请了10多个劳力帮忙摘桃子， 忙得不亦乐
乎。

香花井村是全县有名的水果专业村，全
村1600多亩荒山近年来全部种上了桃树，
每亩产量达3000多公斤， 亩纯收入5000元
以上。村支书卢凡一脸喜悦，“自从种植桃树
后， 村里的变化可大了，30%的村民都到县
城买了房和车。 ”

近年来，该县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大
力发展特色农业， 桃树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目前，全县已发展桃树3.6万亩，年产鲜桃10
多万吨，广大桃农由此走上了致富路。

“爸妈，您俩到底在哪里”
———17年前被一对荷兰夫妇收养的邵阳女孩2次跨国寻亲

谈经论市

微商，越勤奋越尴尬？

桃子熟了 桃农笑了
江永县3.6万亩桃子陆续上市

“初心”点亮“童心”
———省委党史研究室有群小小党史讲解员

� � � � 6月1日上午， 湖南省科技馆， 工作人员给小朋友演示神奇的空气炮。 当天， 该馆开展“童
心大作战” 主题科学嘉年华活动， 鼓励孩子们多动手、 巧动手， 从做中学， 体验科学的乐趣，
培养爱科学的兴趣。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科学嘉年华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温小林 何昕 吴桐英

【家训格言】
心存善念，与人为善

【家教故事】
5月31日， 记者走进新田县城东中学退

休教师陈金文家，见其客厅墙上显眼位置挂
着“心存善念、与人为善”的家训。 陈金文与
母亲骆有凤有说有笑。

陈金文告诉记者，5月19日， 母亲过了
113岁生日。县、乡领导闻讯，纷纷前来祝寿。
见记者将信将疑， 骆有凤拿出她在2014年
换发的二代居民身份证，上面的出生日期是
1904年。

骆有凤老人年岁高，但听力好，口齿清
晰，有问必答。 骆有凤说，她长寿，得益于公
公婆婆身体力行的家训“心存善念、与人为
善”。 骆有凤婚后多年未生育，直到32岁、42
岁才生下女儿、儿子。 但善良的公公婆婆从
来没有嫌弃过她。

陈金文回忆， 长辈们宁愿自己省吃俭
用，也要尽力帮助别人。 小时候家中常以树
皮、米糠糊口。有一次，一位外地老人饿倒在
村头， 母亲立即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白糖兑
水，喂老人喝。老人醒后，爷爷奶奶还塞给他
几个蒸熟的红薯。 前些年，母亲得知汶川地
震、玉树地震等消息，都主动捐款。 耳濡目
染，家训传承潜移默化。

陈金文的同事及邻居们，都对陈金文一
家人交口称赞。 陈金文以前的同事对记者
说，陈金文评职称、评先进等，从不与人争，
好几次，他评职称打分名列前茅，却三番五
次让年轻人先评。 陈金文任教时，他的妻子
骆菊庄时常把班上离家远的学生接到家里

来改善伙食，还给他们买衣服、学习用品等。
陈金文退休后，他们还经常为困难学生捐款
捐物。

在家里，陈金文、骆菊庄善待母亲。骆菊
庄说：“婆婆牙不太好，我就把菜切细、煮烂，
保证婆婆嚼得动。 晚上婆婆上卫生间，听到
动静，我立刻起床。 ”

陈金文的儿子陈建红研究生毕业后，成
为中学教师，也是有名的热心肠。 陈建红的
学生曾小进告诉记者，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
有事，陈老师都热心帮忙。一次，男生宿舍的
水管坏了，陈老师立即找来工具，忙了半天
把水管修好，弄得身上满是泥水。

陈建红与妻子陈华娟结婚20多年，一
直没与家人分开住。 陈华娟在县国土局工
作，她知道奶奶最喜欢喝酸奶，每次下班后，
一定先去买酸奶。夫妻俩还坚持每天在奶奶
睡觉前，给她泡脚。

在良好家风熏陶下，陈建红、陈华娟今
年15岁的儿子多次被评为学雷锋标兵。他每
天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 就是向曾祖母问
好，聊聊学校的趣事，还给曾祖母按摩。

【记者感言】
长命百岁， 这是很多人渴望与向往的。

怎样才能长寿呢？ 有人说要有长寿的基因，
有人认为健康生活方式至关重要……而记
者在113岁高龄的骆有凤家采访， 发现心存
善念、与人为善、热心助人，也是长寿重要的
“基因”。

善存于心，就不会斤斤计较，不会怨天
尤人，不会为了一时得失而大喜大悲，这样
自然会少了很多痛苦与烦恼。 善化为行，会
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赠人玫瑰，手留余
香，在付出的同时也会收获快乐，保持心情
舒畅，从而为长寿“加分”。

善念善行也是“长寿基因”
———记新田县退休教师陈金文家

齐 有道 百
姓
篇

� � � �湖南日报6月2日讯 （记者 唐爱平）今
天，随着“分布式光伏开发与商业模式论坛”
在长沙举办，“2017分布式光伏中国行”系
列活动正式启航。光伏行业领先企业及合作
媒体共聚一堂，热议光伏发电模式创新及精
准扶贫等话题。 论坛透露， 湖南今年将在
2000个贫困村实施光伏扶贫工程。

中国是全球光伏产业的领跑者，光伏应
用市场的发展趋势一直备受关注。分布式光
伏具有绿色低碳、风险小收益高且政策支持
力度大等优点，近年来迅速崛起成为我国光
伏产业的新风口。

本次论坛以分布式光伏的开发与商业
模式为主题，以乡村建设为载体，聚焦精准
扶贫。湖南省相关政府部门及多家行业领先

企业应邀参会，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论
坛上， 湖南省扶贫办基金会回顾了2016年
的湖南省光伏扶贫工作， 并分享了2017年
的湖南省光伏产业规划。 根据规划，今年湖
南省将继续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将在全省选
择太阳能资源条件相对较好、建设条件成熟
的2000个贫困村， 建设2000个村级光伏发
电系统，建设总规模约为14.5万千瓦，估算
总投资10.84亿元。每个贫困村补助10万元，
共安排省级补助资金2亿元， 其余通过县自
筹和申请政策性银行贷款解决。

论坛上，湖南红太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与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利用资源优势协同开
拓湖南光伏市场。

湖南今年在2000个贫困村
实施“光伏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