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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戴辛节

名片
谭真，男，1982年11月生，湖南湘潭人，

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现任湘潭市文联秘
书长，系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湖南省
音乐家协会会员、 湘潭市音乐家协会副主
席、全国钢琴业余考级优秀指导老师，代表
作品有 《清清涟水河》《要做最好的我》《雷
锋赞歌》《小鸟进城》。

故事
“清清涟水河，你有着长江的品格，一路

坎坷一路求索，只愿飘出一只自由的歌……”
日前， 一首由娄底市委宣传部文艺科谭周
易作词、 湘潭市文联秘书长谭真作曲的湖
南民歌《清清涟水河》在微信朋友圈被广泛
转发。悠扬的旋律、灵动的节奏，一时间，许
多人被此歌圈粉。

“能收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自己都没有
想到。”初秋，记者与曲作者谭真面对面，聆
听了他的音乐故事。

出生于教师家庭的谭真，5岁开始跟随
母亲熟悉键盘，直到1997年考入湘乡师范
学校才开始正式学习音乐， 当时主专业是
钢琴。“年轻应该有奔头， 我想通过知识改
变命运。”2000年至2005年，谭真先后在湘
潭教育学院、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进修，
学习作曲。

谈到人生中创作的第一首歌时， 谭真
笑着说道：“2001年在昭山中学工作时，为
学校创作了一首《昭山中学，我爱你》。这首
歌在学校里掀起了一股学唱热潮， 我还兴
奋了好些天。”这也成为谭真迈入歌曲创作
行列的第一步。

2005年，他调离了教育系统，先后在
政府办公室和文化局工作。因工作繁忙，一
直疏于歌曲创作。直到2010年调到湘潭市
文联工作后，又重新点燃了他创作的激情。
2011年10月，谭真参加湘乡籍音乐家侯基

明先生从业40年个人作品演唱会。“侯老
师的众多弟子，在演唱会上演绎了他40年
来各个时期的优秀歌曲， 当时我就被感动
了。那场演唱会给我的触动很大，使我坚定
了歌曲创作的决心。”谭真说。

说干就干，谭真先从儿歌开始入手，谱
写了《要做最好的我》《可爱的中国》《小鸟
进城》等歌曲。随后，他自我转型创作了一
批讴歌真善美、 歌颂湘潭经济社会发展等
题材的作品。从开始作曲至今，谭真一共创
作了60余首歌，其中10余首在国家级刊物
上发表，20余首在省级刊物上发表。

《清清涟水河》这首歌有它不为人知的
故事。谭真说，创作期间，经常为了一个词、
一个音反复推敲， 凌晨两三点还在为一个
调、一个词而纠结。仅一句“清清涟水河，你
弯过九曲十八坡”，他就花了不下3天时间。

“作品不在乎数量，而在乎质量。”谭真
一直在努力用自己的笔创作好的歌曲。一
首好的歌曲，要具备“时代性、地域性、传唱
性”。多年来，谭真一直在用心做音乐。“愿
为湖湘文化贡献我的绵薄之力， 我会在音
乐创作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 谭真微笑
着，眼神十分坚定。

“红色”夫妻
———记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周智仁、黄月英夫妇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再有4个月我就满60岁了，按规定不能
献血了。我已告诉血站的同志，这几个月有需
要B型血血小板的，通知我。”说这话时，记者
面前的周智仁语气中透着不舍和遗憾。 他接
着说，“我不会离开志愿者队伍， 自己不能献
了，还可以动员别人献。”

大爱夫妻齐捋袖

周智仁和妻子黄月英都是株化集团退休
职工，工资微薄。面对清贫的生活，周智仁本
来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特长，到其他企业去，
但他没有， 而是与妻子一起投入到无偿献血
的“红色事业”中。

夫妻俩还清楚记得，那个与“红色事业”
结缘的日子。

“2005年7月17日，我们两个人逛街，来
到株洲市中心广场时， 发现那里有一个献血
屋，我们不约而同走了进去。从此，我们就与
献血屋结下不解之缘。” 周智仁说，“那一天，
我们意识到， 我们献出的血液可以挽救别人
的生命，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呢？”

无偿献血， 使周智仁夫妻找到了生命的
新意义， 他们决心坚持下去。 这一坚持就是
12年。12年来，周智仁累计献血70次，黄月英
累计献血79次。

“她的血小板计数比我好，我的血小板计
数有时候不合格， 所以她比我献血次数多。”
周智仁解释道。

周智仁的血属B型， 是一种比较少见的
血型，其血小板就比较宝贵，能够救人之急。

2015年1月27日， 株洲市天元区一个25
岁的女教师突发病毒性心肌炎， 引发重症败
血症，急需B型血血小板，心急如焚的家人向
社会求助。得到消息，周智仁立马放下手头的
事，赶到市中心血站，捐献了2个单位的机采
血小板。

像他这样的机采血小板， 每采一次需要
一个多小时，但他毫无怨言，多年来总是第一
时间赶到血站。

12年只求奉献不求回报， 使周智仁、黄
月英这对“红色”夫妻声名远扬。在2012年至
2013年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评选中，夫妻两
人均获得金奖，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永不褪色“红马甲”

株洲市石峰区清石广场北侧，有一间整洁
的红顶平房，这是周智仁作为献血志愿者的岗
位所在———市中心血站清石献血屋。

2009年，经过严格培训和审核，周智仁
穿上了株洲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
队的红马甲。本来，他想带妻子黄月英一起加
入， 可双方年迈多病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小孩
需要照顾，黄月英只好留在家里，而全力支持
周智仁。

多年的经历，使周智仁认识到，做一个志
愿者比做一个献血者更难。

“我当志愿者后，找10个人做工作，最后有
2个人参加无偿献血就不错了。有时候，还没有
说上几句话，别人就不耐烦了，甚至恶言相对。
唉，这里面的甘苦一言难尽啊。”周智仁说。

最让周智仁难以释怀的， 是他的一个亲
戚，人年轻，身体素质好，就是不肯献血。因为
经常见面，一见面周智仁就上前做工作。但整
整10年过去了， 这个亲戚竟然一直不为所
动，使周智仁感到“很受挫折”。

即使如此，周智仁从没想过放弃。他有一
个朋友，开始也是态度“顽固”，怎么也不肯参
加献血。 周智仁时而去拜访他一下， 拉拉家
常，“顺便”谈谈献血的好处。就这样，一晃3
年过去，突然有一天，这个朋友主动对他说：

“走吧，去你们的献血屋吧。”
小小献血屋，鲜艳红马甲，成了石峰区清石

广场一道暖心的风景。受周智仁等人影响，当地
献血者、志愿者队伍越来越大，从开始每天1至
2人逐步增加到现在每天10人左右。

有一个叫何丽华的市民，在周智仁感召下，
不但定期参加无偿献血， 现在每个周末还带着
小孩来做义工，说是“要让孩子从小感受爱的氛
围”。短短几年，周智仁的志愿者服务分队已从
原来6个人，发展到33个人。

■点评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因为这种精神，周智仁夫妇选择了无偿献

血这一“红色事业 ”。因为这份事业 ，他们把自
己的人生从对物质的追求转换成更多的是对
精神的追求。因为这份追求 ，他们本来平凡的
人生闪现出不一样的光泽。

他们用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保有爱
心，就会获取更多、更高层次的充实和“愉悦”，
就会使自己平凡的人生变得更精彩。

念好“三字经” 塑造好村风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何云雄 蒋志全

“一人富，带乡邻。吃穿用，莫比拼。守法
纪、享太平。讲环保，更怡人……”8月14日上
午，正值暑假，江永县桃川镇上洞村十几名
小学生来到村民活动广场的文化墙前，在老
师的带领下诵读健康新农村“三字经”。

上洞村新编的健康新农村“三字经”
共522字，分为管理民主篇、村容整洁篇、
乡风文明篇、生活宽裕篇、生产发展篇5个
版块，涵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等行为内容，每3字一句，读
起来顺口、富有节奏，内容紧扣时代发展、
新农村建设要求，前不久被县纪检部门重
点推荐。

如今上洞村的好村风在当地是出了名
的。前不久，该村一条1公里长的旧村道要
扩宽，要占用部分村民的田地，施工前担心
有村民阻碍施工， 没想到直到工程完工也
没有一个村民闹事。“路是大家走的， 修路
是件好事，我们应该配合支持。”村民周十
斤说。

不过， 良好村风的养成， 并非一蹴而
就。记者了解到，上洞村是江永县贫困村之
一，过去打架斗殴、邻里纠纷频繁发生，村
巷里脏物随处可见， 村民丢失东西也是常
事。“一年到头村干部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
处理这些麻纱事。” 曾担任村支部书记、年
近七旬的周树森回忆道。

2015年县扶贫队进驻上洞村，成立了
果蔬专业合作社，推行产业脱贫。与此同
时，为了让村风美起来，该村扶贫队与村
“两委”从自身抓起，要求村组干部在处理
村务时必须公平公正， 带头参加扶贫助
困、加强村民素质教育等公益事业。为达
到更好的潜移默化效果，于是编写出通俗
上口的健康新农村“三字经”，改变村里的
旧风气。

在“三字经”的影响下，全村1032户村
民渐渐发生了变化， 村民之间小事不再斤
斤计较， 对村里的公共事务更加热心了。
“去年村里评出了20户‘十星文明户’，如
今， 村民已经把每年一次的这项评比看得
很重，谁也不甘落后。”说起村里的变化，周
树森感到自豪又幸福。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于振宇 )
日前，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
法对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副

主任方亦兵（副厅级）以涉嫌受贿罪立案
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作正
在进行中。

省检察院对方亦兵立案侦查

谭真：只为歌唱家乡美

谭真 图/张杨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何淼玲）记
者近日从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 该院最近
对一起汽车销售引发的纷争做出再审判决，
对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常宁市人民法院做
出的“退一赔三”一审、二审判决予以改判。

2015年2月13日，廖运国的儿子、第三人
廖斌与动力快车公司签订《常宁市动力快车
汽车销售合同》， 约定以131900元的价格购
买一辆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的福特牌福克
斯轿车，并于当天交纳订车款30168元。动力
快车公司即与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在衡阳
的唯一授权经销商天禧公司联系提车事宜。
同年2月15日， 动力快车公司到天禧公司提
车，廖运国于当日付款。次日，动力快车公司
将一辆白色福克斯轿车交付给廖运国。同年3
月10日， 廖运国交纳车辆购置税11017.09
元，办理了《机动车登记证书》，并为车辆办理
了保险及装饰。同年4月19日上午，廖斌在常

宁市协润汽车美容中心进行车辆清洗护理
时，该美容中心技术员告知廖斌，该车前保险
杠有明显的油漆修补痕迹。

当事双方将官司打到法院。 常宁市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天禧公司退还廖运国购车款
131900元， 并以3倍购车款395700元赔偿廖
运国损失。 天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
诉，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省高院再审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
点是汽车销售商天禧公司是否存在销售欺
诈。根据查明的事实，由于天禧公司当时没
有廖运国订购车型的现货， 遂从其他福特
授权经销商处购进一辆再出售给廖运国，
授权经销商之间调剂车辆也是行业的习惯
做法。天禧公司所举证据显示，该车辆处于
其实际控制下的时间不足一天， 客观上难
以完成油漆修复作业。 案涉车辆的瑕疵属

于肉眼可以识别的外观形态， 廖斌对车辆外
观等进行检查后在PDI检查表上确认“车辆外
观完好无损”。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天禧
公司存在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
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鉴于车辆售出未超过
6个月，天禧公司对案涉车辆的油漆修补发生
在车辆售出之后负有举证责任，对此，天禧公
司提出的证据不能证明， 构成交付车辆瑕疵
的违约责任， 因违约给廖运国造成的直接损
失，天禧公司应当赔偿。遂做出如下判决：撤
销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常宁市人民法院所
做出的一、二审判决；限衡阳市天禧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
内退还廖运国购车款131900元， 并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3年2月16日
至实际退款之日的利息，赔偿购置附加费、保
险费和汽车装饰费19843.13元； 驳回廖运国
的其他诉讼请求。

正在献血的周智仁、黄月英夫妇。（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汽车销售起纷争“退一赔三”行不通
省高院依法予以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