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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孙振华

互联网创业，似乎天生是年轻人的事。有
一位与共和国同岁的邵东老人， 连电脑都不
太会用， 却创办了一家享誉全国的农业电商
B2B企业。

“为中国9亿农民提供电子
商务服务”

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八，正是商家集中
开业的好日子，披红挂彩的长沙市五一商圈，
春节氛围依旧浓烈。早上8时，一个瘦削的老
人健步走入黄兴中路惠农大厦8楼。

他是惠农网董事长姜仕。
跟往日一样，姜仕是第一个到公司的人。

办公桌上还留着他手写的己亥年春节致辞：
“农业电商的前行之路， 从来就没有一帆风
顺。我们走过不少弯路，经历过曲折和低谷，
也曾在前进路上彷徨，但从来没有退却。”

员工们陆陆续续到齐，互致新年问候。姜
仕头一件要安排的事， 是调研湘西柑橘滞销
情况。

10时左右，公司管理人员来到姜仕办公室，
带来了一个大蛋糕。 这一天正好是姜仕70岁生
日。大家嚷着让姜董许3个愿，言拙的他只许了
一个愿：“尽快将企业规模做大、实力做强，平台
覆盖全国更多用户，惠及更多农民。”

作为农业电商B2B的先行者、拓荒者，惠农
网已步入第七个年头，跻身行业领跑方阵。

“我出生农村，30岁以前基本没有吃过饱
饭，明白农民的苦。”64岁创办这家企业时，姜仕
曾发出豪言壮语，要为农业信息化助一臂之力，

“为中国9亿农民提供电子商务服务”。

“我那时候其实是真不懂，
要是懂，就不敢做农业电商了”

出生邵东牛马司镇农村的姜仕，口音重，
不善言谈，头脑却极其活络，他的创业经历简
直就是一部励志传奇：干过农活，烧过瓦，养
过蜂，开过大货车，办过冶炼厂，到外地炒过
地皮、开办过建材厂，经营过当时全省最大的
民营煤矿。2002年挺进长沙， 与人合作在五

一商圈“平和堂”大楼旁，建了一栋大楼（原名
“黄兴楼”，现名“惠农大厦”）。

2013年，姜仕做了一个令家人朋友不理
解的决定：进入农业电商领域，做B2B平台。

“国家重视‘三农’，农业发展潜力巨大，关键
是要打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农业信
息化大有可为！” 倔强的姜仕认准了的事，九
头牛也拉不回来。

为做农业电商，姜仕先后投入数亿元，几
乎倾注了全部身家。创业初期，遭遇了难以想
象的困难。 农业电商B2B几乎没有成功案例
可资借鉴，亲戚朋友同行无人看好。省内电子
信息产业一位专家对他直言相告：“尽早收手
还来得及， 农业电商B2B真不是你玩的。”专
家怕他不明事，逐一给他讲解：农业电商B2B
是一个烧钱的产业，盈利不易，连众多财大气
粗的企业都不敢涉足； 互联网电商是年轻人
玩的事业，专业性强，你年纪大，又不懂专业，
从挖煤跨界到电商，步子迈得太大了。

那时，大部分农村还是2G网络，智能手
机尚未普及，农民会用电脑的少，也缺乏电商
意识，道路基础设施差，乡村物流不便……这
样的条件， 推行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确举步维
艰。

“我那时候其实是真不懂，要是懂，就不
敢做农业电商了。”姜仕说，但绝路也是生路，
正是因为难度大、竞争少，惠农网才有机会脱
颖而出。

最困难的时候， 他给公司员工打气：“你
们放心，我哪怕卖掉五一广场的这栋大楼，也
会把惠农网做下去！”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

姜仕守得云开见月明———
这几年，随着信息技术快速进步，4G信

号覆盖广大农村， 移动互联网得到广泛应
用；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加大，乡村物流条件
大为改善；土地流转逐渐推行，以前种几亩
地的农户慢慢被经营几十亩、几百亩、几千
亩的新生代农民取代，他们更容易接受农业
电商；国家出台政策，支持贫困县发展农产
品电子商务……这些，对于惠农网这样的农
村电商来说，意味着发展机遇扑面而来。

“2018年积累的用户数量，已超过了前5

年的总和。”姜仕介绍，如今，惠农网已覆盖全国
31个省份、2086个县市，拥有538万用户，涵盖
1.4万个农产品品种，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农业电
商B2B平台。

惠农网的服务对象主要为农产品供应商
（农业大户、农业合作组织等）和农产品采购商
（包括各级农产品交易市场批发商、超市、电商
平台等）。“一般来说，面对终端消费者的B2C平
台，需要到产地统一组织货源，但他们无法与过
于分散的农户合作， 而这正是我们这些B2B电
商干的活，如农产品标准化、农产品溯源、区域
农产品品牌塑造、农村电商人才培训等，我们不
少员工长年坚守在田间地头与农民打成一片，
我们是销售商与农户间最直接的桥梁。”姜仕介
绍，6年来，惠农网让全国各地众优质农产品走
出“深闺”，进入大市场，如延安宜川苹果、重庆
梁平柚子、洞口雪峰蜜橘、中方刺葡萄、桂东黄
桃、新宁崀山脐橙、靖州杨梅等42个农产品，经
惠农网运营，已成为名扬大江南北的品牌。

截至目前， 惠农网在全国共计完成近720
场农业电商实操培训，为8.8万多名农户提供电
商扶贫服务； 带动青年回乡创业超过1.5万人，
全渠道实现农产品销售超过百亿元， 累计惠及
100多万农民。

如今， 惠农网员工已编号到了3000多号，
“001”号员工姜仕，仍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上
班，节假日也常常待在办公室。

他不爱旅游，还没有出过境，不打太极、不
健身，也不喜欢莳花弄草、打麻将。70岁的姜仕
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何金燕

立春刚过不久， 大地还未涂上绿色。
雾霭中的捞刀河，平滑如镜，倒影如画。

2月12日，正月初八，长沙捞刀河一片
雨雾蒙蒙。在捞刀河李公庙段，几位身穿
红色冲锋衣的志愿者， 打破了河岸的宁
静。领头的张建伟，是湖南省“绿色卫士”捞
刀河大队队长。一行人来到岸边，娴熟地
放飞无人机，细细巡查沿线的情况。

“大队有13位注册的‘绿色卫士’，我
们的职责是监督、守望、传播、举报。”张建
伟介绍，如果发现排污口、污染源，无人机
可以立即拍下视频，并把污染排放情况通
报给环保部门，请他们去处理。

多年前，张建伟创业成立了自己的公
司。喜欢摄影的他，刚开始用单反相机记
录环境，近几年，他将无人机运用到环境
的记录中。“无人机的加入， 大大提升了巡
查效率。”张建伟每次到捞刀河巡查，都会
带上无人机， 至今他已用坏无人机10多
台。

从创业到投身环保， 源于一次缺水。
2009年春节，正月初四那天，住在星沙的
张建伟，家里桶装水用完了，而送水工人
又全在休假。正月初六，他在长沙县黄花
镇老家， 准备从井里打点水带回县城，却
被哥哥告知“井水已经不能直接饮用，要
净化过滤才能喝”，这让他很震惊。

“我小的时候，口渴了就是直接到井
里舀水喝。”哥哥的一番话，让他觉得应该
做点什么，他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关注水
资源。2013年， 他成为湖南省首批保护母
亲河的“绿色卫士”之一，从此“找到了组
织”。

捞刀河是湘江一级支流，发源于浏阳
市石柱峰北麓。全长141公里的捞刀河，张
建伟已带领“绿色卫士”们用脚步丈量过
多次。每年秋季，张建伟和“绿色卫士”们给
捞刀河进行全流域“体检”，这样的活动已
经连续开展了3年。

“在捞刀河源头， 村民直接取水饮
用。”从源头开始，张建伟和志愿者坐上皮
筏艇，一直漂到与湘江汇合的地方。“全程
需要6天时间， 我们会采集水样送环保部
门检测， 调研沿线排污口和养殖户的情
况。”张建伟说，每到一个乡镇，还会组织
一次生态环境保护宣讲活动， 邀请企业
主、养殖户、村民参与。

随着各级政府不断推进污染防治攻
坚战，张建伟明显感觉到捞刀河的水质在
发生变化。2016年，“绿色卫士” 们第一次
给捞刀河进行全流域“体检”时，在浏阳市
永安工业园段，浑浊的河水散发出的刺鼻
气味，甚至熏得志愿者们睁不开眼。一年
后，永安工业园段水质有所好转，刺鼻的
气味消失了。

让张建伟感触更深的，是公众环保意
识的提升。“以前在源头发现养殖户把污
水排入河中，前去劝导制止，对方并不理
解。 这两年这种排污的情况已经很少见，
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很多。” 张建伟告
诉记者，2016年“绿色卫士”共发现捞刀河
排污30余起，而2018年一次都没有。

水清之后，河里的鱼也更多了。“经常
有在捞刀河边钓鱼的人告诉我，河里鱼的
种类和数量都增多了。”张建伟说，寒冬腊
月，有些河段还能看到有人冬泳。

春节来了，这既是“绿色卫士”们过年
的日子， 也是他们宣传生态环保的好时
机。“去亲戚朋友家拜年，我都会带上宣传
的日历、资料送给他们。”张建伟说。

在张建伟影响下，家人也在转变思想
观念。“以前每年大年三十晚上，我哥哥都
要放烟花爆竹，但是今年春节期间，包括
大年三十晚上、正月初一上山祭祖，他都
没有放烟花爆竹。”

“守护碧水蓝天净土，就是保护子孙
后代生存的根基，这不是空话，而是很现
实的问题。” 张建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
到“绿色卫士”的行列，共同守护美好的家
园。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2月11日下午4时多，还没有到吃晚饭的
时间， 家住湘潭市雨湖区的刘全韬家里就已
经飘来了阵阵菜香味。他的家人知道，晚上7
时，他又要去湘潭市殡仪馆上班。为了不耽误
他的工作，家人总是下午4时多就开始准备晚
餐。 这份工作， 刘全韬做了8年，“下午4时做
饭”这个习惯，他的家人也坚持了8年。

“90后”刘全韬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湘
潭市殡仪馆的火化工人。自2011年走上这个
岗位，他已为8000多名逝者完成了火化。

当一名火化工， 并不是刘全韬最初的梦
想。2011年， 得知自己退伍后被分配到湘潭
市殡仪馆，21岁的他内心升起了一丝失落与
迷茫。

“你是一名军人，怎么能够挑三拣四？这
份工作需要你，你就必须去干！还得干好！”父
亲的一席话，让刘全韬有了前行的动力。第二
天，他准时来到湘潭市殡仪馆报到，一干就是
8年。

尽管这是一个陌生得令他有些害怕的领
域，尽管他还清晰地记得，在师傅的带领下火
化第一具遗体的时候， 手颤抖得连自己也控

制不住，回家后茶饭不思，睡觉时做了一晚上
噩梦……第二天一早，他还是照样上班，并且
在半年后就熟练掌握了火化操作的全部技
能。如今，他又成了别人的师傅。

因为成长进步快，2018年， 刘全韬自觉
承担起了更为繁重的工作任务。除了火化，他
还要为逝者穿衣、化妆，遇到紧急任务时，还
要去现场运遗体。

“有的遗体是从水里打捞上来的，经过
长时间浸泡重量达到了100多公斤；有的是
从重大交通事故现场找到的，整具遗体残缺
不齐；有的是因烈性传染病而死亡的，处理
时需要极度谨慎以防感染；有的是过世很久
才被发现的，不仅腐化严重，更伴有刺鼻的
气味……”现在的刘全韬，已经可以很镇定
地和记者聊起工作中的种种故事。

前不久，一位老人去世，刘全韬承担了为
逝者装殓和火化的工作。

那是一个下午。刘全韬换上工作服，小心
翼翼地为逝者穿上寿衣寿鞋，盖上寿被，再轻
轻地清理老人的口腔内壁，最后上妆。一系列
程序下来，原本表情还有些痛苦的老人，变得
安详起来。

装殓完成，接下来就是火化了。刘全韬和

同事一起把老人的遗体推到火化炉口， 整整齐
齐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以示对逝者的尊重。然
后，老人的遗体被推入火化炉，在火光熊熊的火
炉里燃烧起来。大约50分钟，火化完成，装着骨
灰的炉板由传送带运出来。刘全韬又戴上手套，
小心地将骨灰一点点装进骨灰盒， 交给逝者家
属，整个工作才算全部完成。

“当你把逝者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看待，
你就不会害怕，反而会觉得，他只是安静地睡着
了。”这句话，是刘全韬的师傅告诉他的；如今，
他又会重复地讲给新入职的同事听。

寒冷的冬天里， 记者在火化室待着还是觉
得很热。刘全韬说，如果是夏天，特别是工作量
大的时候，整个火化部的8个火化炉全部运转起
来，衣服要湿掉好几回。但即使条件再艰苦，刘
全韬依旧会细心完成每一具遗体的火化工作：
“我在护他生命的最后一程，让每一个生命都有
尊严地离开。”

特殊的环境，让刘全韬在工作中不苟言笑。
其实，生活中的他是一个乐观阳光的大男孩。他
说， 这也是火化工这份工作教会他的：“生死对
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无论贫富，无论男女，
无论地位高低， 都要在这里走完最后一程。活
着，就要好好珍惜生命、敬畏生命。”

湖南日报记者 谭登

茶陵县秩堂镇原吉川村前任村支书谭
发明， 今年63岁， 乡亲们都叫他“老虎书
记”。

正月初三下午，村庄阳光正好，屋舍俨
然，花木拥翠。

谭发明拄着拐杖，站在院门前眺望，眼
前田野秀美。 吉川村和马首村合并成的马
吉村， 上榜省两型示范村庄和湖南省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村。 去年还被推荐参评创建
省级文明村，是茶陵县唯一一个村。

村级荣誉背后，是这位“老虎书记”从
1992年任村主任到连任村支书23年的艰
苦奉献。 在他家里，“优秀共产党员”“敬业
奉献道德模范”“十佳村（居）党组织书记”
等证书塞满了一桌屉。

记者问起为何叫他“老虎书记”？他说
自己小时候经常不洗脸，脸是黑的，乡邻送
他“老虎”的小名。而秩堂镇党委书记李峭
解释，谭发明任村支书多年，不怕得罪人，
办事雷厉风行， 带领村级建设虎虎生威，
“老虎书记”名头由此叫开。

因2014年突发中风，谭发明在2015年
退出了村支书岗位。 他说起任村支书时的
往事：争取生态林项目9130亩，新造用材
林2000余亩、 油茶1200余亩； 争取资金
300万元整理农田山塘；硬化道路入户，村
道从羊肠小路变为6米宽大路；兴办村自来
水厂，每户喝上安全水；烤烟、水稻制种订
单农业喜获产值200万元， 人均增收1000
余元；村里改善福利，每年给全村2800人
每人交纳50元医保，468名60岁以上老人
每人领取200元生活费， 这个做法从2009
年坚持至今。

村里产业、惠民事项件件落地，村民
腰包厚了，山湾里笑声多了。厚道的乡亲
对记者提到谭发明， 感念他为村里办事
“造了福”。

记者行走村里，发现这个省级卫生村
名不虚传。新铺沥青村道清洁敞亮，沿途
见不到一根垃圾， 不见一只散养的鸡鸭。
村里8名保洁员随时清扫， 两天一次上门
收集垃圾。一位村民捡起外来进村者丢弃
的一个白色塑料袋，放进垃圾桶。“村里谁
看见了都这样做，成了习惯。”谭发明说。
谁家乱丢垃圾， 会遭到邻居一致批评。村
里老人去世出殡， 队伍刚过各家门口，鞭
炮纸屑随即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2016年3月马吉村换届后， 新的村委
班子接手，干得不赖，争取资金1500万元
投入基础设施，还装上200多盏路灯，覆盖
99%的村户，村貌更加美化亮化。村委班子
齐心，谋划共同致富的梦想，去年建成的
300亩脐橙园，明年将结果，全村93户贫困
户每天做事有80元报酬， 将拿出100亩的
收入给他们分红。为解决儿童上学安全问
题，村里建起崭新的幼儿园，全村100多名
孩子不用每天跑七八公里路去镇上上学，
还吸纳邻近的沂江、石龙、黄土等村孩子。
这些年村集体经济不断增长，去年收入达
22万元。

“现在村里基本完成了硬件建设，村
委会规划下一步转向产业振兴和软环境
建设， 建成乡亲稳收、 文明富裕的新家
园。”对此，谭发明的儿子、也是现任村主
任的谭云宇和父亲一样有虎劲。

记者离开村里时，鞭炮炸响，年味正
浓。夕阳余晖里的马吉村，呈现一片田园
青翠、村居祥和的景象。

风雨电商路，七旬步犹急

“老虎书记”后继有人

“让每一个生命都有尊严地离开”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八。在张家界市武
陵源区锣鼓塔街道张家界村“镜立方山居”民
宿里， 民宿主人龙武和妻子彭秀美一大早便
忙碌开来。

不到8时， 龙武已经把火坑里炭火烧旺，
炭炉上铜壶里水已沸腾， 妻子则忙着给客人
准备早餐。烤糍粑、泡炒米，是张家界正月最
富年味的美食，也是“镜立方山居”住客最地
道的早餐。

“春节期间，房间爆满，忙得我像陀螺一
样直打转。” 龙武向记者吐露着“甜蜜的烦
恼”。

这是龙武在“镜立方山居”民宿里过的第
二个农历新年了，“一年比一年忙碌。”“今天
又会忙得够呛！”龙武和妻子唠叨着，“昨晚的
客人退房后要赶紧清理，新一批客人下午2时
就到。”他还嘱咐妻子把腊肉、香肠洗干净，晚
餐给客人们准备地道的土家菜……

1975年出生的龙武，在张家界经营过旅
行社和自媒体。两年前，自媒体做得风生水起
的龙武，卖掉了城里的房子，在亲戚朋友不解
的目光中，改造旧屋，开辟菜园，建玻璃房，修
游泳池，搞起了高端民宿。

“打造与张家界风景相媲美的高端民
宿。”龙武坦言，这样的念头几年前就在心中
酝酿。而让他坚定决心的，是张家界旅游向国
际化迈进和乡村旅游的风生水起。

一念既生， 龙武立即行动。2016年6月，
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门外的张家界村，龙
武租下两栋废弃的房屋， 对旧房子亲自设计
改造装修。风格自然是田园式的，乡土而不失
雅致。墙壁由石块垒成，侧墙由黄土掺和秸秆
稻壳的泥浆粉涂，美观又坚固；桐油浸润过的
杉木板壁，在阳光照耀下发出乌亮的光。

租金加上修缮、改造等，前后投入500多
万元。新居改造完成后，龙武带着妻子和女儿
搬了进去，邀请朋友们前来品茶、赏景、散心。

由于不通公路， 需要爬山10多分钟，才
能到达目的地。 朋友问得最多的问题是：“这
地方，会有人来吗？”“投这么多钱，能收回来
吗？”

“生意出奇的好，1000多元一晚，游客们
仍然趋之若鹜。”龙武告诉记者，“现在人们的
收入越来越高， 大家出门旅游对于住宿的要
求不再仅仅满足于‘睡觉’这种基本需求，厌
倦了酒店千篇一律的标准服务， 而愿意花更
多的钱去感受、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
们提供给游客的，不仅仅只是住宿，还是一种

生活方式。”
由于“镜立方山居”特立独行的设计风格以

及独特的住宿体验，开业1个月时间，就上了湖
南卫视；一年后，还被央视2套专题报道,使之名
气越来越大，口碑越来越好，“德国、美国、新加
坡、日本等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在这里留下了脚
印。”妻子彭秀美补充道。

“镜立方山居”成功了，接下来的连锁反应，
令龙武十分惊喜。村民张业民没有稳定收入，在
“镜立方山居”火热后，喂养了一匹马，专门帮前
来住宿的客人驮物品， 一年收入达10万元。村
民熊冬梅发现，乡土气息的装修风格，引来游客
络绎不绝，也心动了。她把新修的房子重新设计
成民宿，也是生意火爆。

“每天早上，我都是笑着醒来。”如今，龙武
很满意目前的状态，“既陪着妻子、女儿，还能赚
钱养家。我是发自内心地爱这片山水，喜欢这种
生活，赚钱只是顺带的事情。”

锣鼓塔街道党工委书记唐莉十分关心和支
持“镜立方山居”等民宿的发展。她透露，下一步
将整合周边乡村旅游资源，完善基础设施，拓展
民宿功能，建成观景平台、骑行道等基础配套设
施，打造水果采摘基地，从餐饮、住宿向鲜果采
摘、农事体验等延伸，让更多的村民分享乡村旅
游带来的红利。

“每天早上，我都是笑着醒来”

“绿色卫士”的新年愿望

70岁的惠农网董事长姜仕。 通讯员 摄

2月15日，怀化开往塘豹的7269次列车上，来自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的文艺宣
传队员在列车上表演自编铁路安全宣传侗歌， 与旅客和列车工作人员一起欢歌笑语
闹新春。 丁勇 摄

欢歌笑语闹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