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肖燕

“谁说‘中年大叔’就只能油腻了？无奋
斗不青春。再不干一把，就真的老咯！”5月7
日，在韶山高新区湖南江冶机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车间里，53岁的吴光辉带着记者参观
公司生产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处理设备时说。

在远程控制中心， 只见一块块废旧铅
酸蓄电池通过传送带，进入到一个“大罐”
内被机械拆解，通过一系列工艺设备处理，
废旧物被重新分类收集。

“别小看这个‘大罐’，它打破了国外垄
断， 填补了国内再生铅循环领域装备的空
白， 能实现废旧铅酸蓄电池综合回收利用，
是绿色环保的‘大功臣’！”吴光辉自豪地说。

吴光辉原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2008
年2月的一天晚上，一杯白酒下肚，他向好
友倾吐着自己的遗憾：“人生快过半， 却没
有为梦想拼过一回。”

“多大个事，放开手脚干一回！”听了好
友这句话， 当时42岁的吴光辉毅然辞职。
2009年，他注册了湖南江冶机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租用两间办公室、一间厂房，开
启有色冶炼设备制造的创业之旅。当年，公
司年产值就超过1000万元。

吴光辉从中找到了激情，看到了希望，
但没有停止奋斗的脚步。

“咱们中国连原子弹都可以造出来，偏
偏废旧铅酸蓄电池处理设备就造不出来？”
2011年，同行无意间一句抱怨话，像刀子
一样扎进了吴光辉的心里。

“总得在这张白纸上， 绘上中国的色
彩！”吴光辉暗下决心。这时，韶山市科工信
局也送来了帮扶资金， 并促成公司与中南
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科研单位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
解决了“后顾之忧”的吴光辉，一头钻

进再生铅循环装备这个陌生领域， 带着自
己的团队走遍大江南北，深入一线企业，进
行了长达7个月的调研走访与技术攻关。

2012年2月，当第一台“江冶”牌废旧
铅酸蓄电池处理样机装上最后一颗螺丝
钉，吴光辉乐得像个孩子，在车间里鼓着掌
跳了起来。当年，经韶山市政府牵线搭桥，
该设备以低于国际同类产品64%的价格，
在安徽省界首市一家科技公司“落了户”。

但“落了户”并不代表“安了家”。当对
方企业提出设备必须连续试运行72小时
才能验收时， 吴光辉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
子眼：“国外同类产品最长连续运行时间为
24小时，这要求我们的某些技术参数要远
超国际先进水平。”

72小时，4320分钟，259200秒， 时针每
一次转动、机器每一声轰鸣，都牵动着吴光
辉的心。熬了3天3夜后，早晨6时，他接到电
话：“我们成功了！”简单5个字，像有了支点
的杠杆， 撬动了国内再生铅循环利用生态
圈，也撬开了通向国际市场的大门，吴光辉
的公司成为了全球第二家能设计生产废旧
铅酸蓄电池资源化全套技术及装备的企业。

“2018年，国外销售额达300万美元。目
前，我们的产品已‘远嫁’印度、伊朗、越南、阿
尔及利亚等国家。”吴光辉说，“今年一季度，
我们收到了一家日资企业5000万元的订单，
今年销售额有望突破2亿元。”

车间前坪，工人们在忙着将废旧铅酸蓄
电池破碎分离成套设备装车，准备运至深圳
黄岗港口销往国外。 站在一旁的吴光辉说：
“我们要做再生资源循环领域技术装备的引
领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爱国情 奋斗者

放开手脚干一回
———“中年大叔”吴光辉创业填补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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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名片】
刘心，女，1988年出生，湖南株洲人，湖南

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护师，
香港生命小战士会湖南分会会长。 多次被评
为医院优秀护士、十佳青年、省级优秀团员。

【故事】
5月12日上午，刘心刚到科室，1岁半的

阳阳（化名）就过来“求抱”。阳阳每天都要
在刘心的腿上赖上一会儿， 才会乖乖地打
化疗针。

在国际护士节这一天， 刘心还收到了
孩子们送来的各种礼物：一颗糖，一幅画，
一张纸条，一块饼干，一个手工作品。刘心
说， 这些东西虽然很普通，“但却是最最珍
贵的礼物，心里暖暖的。”

刘心是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
血液肿瘤科的一名护士。2008年毕业至
今，这位出生于1988年的“80”后成了科室
资历最老的专科护士。

刘心收到过很多各式各样的“礼物”：

童童（化名）把回形针一根一根串起来做成
一根“白金项链”；端端（化名）用橡皮泥捏
了一朵红玫瑰；圆圆（化名）用粉红色的纸
叠了一颗“心”；小凯（化名）画了一张彩色
贺卡；子轩（化名）认真地把瓜子剥好壳，留
下一堆瓜子仁……每次收到孩子们精心准
备的礼物，刘心都会觉得“暖暖的”。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上晚班，一个小
朋友神秘地拉住刘心，说要表演一个魔术，
他把护士办公室的灯和门都关了， 然后全
身包着床单站在凳子上。待刘心走进房间，
他“哈”的一下，从床单下捧出一堆糖。他记
得刘心阿姨说过“最喜欢吃糖”的话。还有
一个叫敏敏（化名）的女孩，每次刘心上中
午班，都会跑过来问她吃饭没。如果知道刘
心没吃饭，敏敏就用她的新饭盒，把妈妈送
过来的饭菜分出一半， 一间一间病房找刘
心，要她吃饭。“敏敏后来去了外省做移植，
再也没有回来。”刘心的眼里噙满泪水。

血液肿瘤科收治的绝大部分是患有白
血病、实体肿瘤、肾病等疾病的儿童，因激
素治疗和化疗，光头、大口罩是这些孩子极
具辨识度的“标配”。看着这些孩子小小年
纪，要承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痛苦，刘心非
常心疼他们，特别是做了母亲之后，在工作
中对医者父母心就有了更深的体会。

“我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护士，我更
像那种下班后在医院附近转悠买玩具糖果
带上去找小朋友玩的‘怪阿姨’”。刘心特别
喜欢孩子，除了完成工作分内的事情，刘心
最喜欢的事情是和孩子们“玩”，和他们说
话、打闹、玩玩具，是公认的“孩子王”。

“在这个科室上班，其实挺虐心的。”刘
心用“虐心” 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工作感
受。“最难受的是，自己护理过的、熟悉的孩
子离去。”刘心曾经想过辞职，但是最终坚
持了下来， 并坚定地选择一直留在血液肿
瘤科。“有伤心的时候，但暖心的时候更多，
是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留住了我。” 刘心坦
言，在儿科工作非常辛苦，但是和孩子们在
一起， 他们的童心像水晶一般晶莹剔透，
“很萌很暖，真的再累也不觉得累了。”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在沅陵县，老辈人过日子，信奉“一搬三
穷”，不轻易搬离故土。

然而，近几年，这个县大批贫困户享受易
地扶贫搬迁好政策，搬出大山，过上了“一搬
三强”好生活。

5月上旬，记者走进沅陵，感受易地扶贫
搬迁新变化，听搬迁户讲述“三强”故事。

一强：致富有了好门路

5月8日，天气转好，李良方起了个大早，
盛上满碗蜜糖，直奔溪对门蜂场去喂蜂。

“准备育一批蜂王，把损失补回来。”李良
方说，今年开春阴雨连绵，天气冷，蜜蜂性命
难保，谈不上繁殖。

李良方是沅陵县楠木铺乡两河口村易地
扶贫搬迁户。2017年底，一家三口搬下山，住
进村集中安置房。

下山前，李良方有顾虑：搬到新地方，靠
什么生活？ 乡村干部给他吃定心丸： 你们养
蜂，政府出资，每人送一桶蜂，另补100元蜂
箱钱，技术包到手。李良方听从政府安排，甩
掉锄头，开始跟着蜜蜂转。

李良方不懂技术，春夏蜜蜂生虫，急得睡
不着。为此，乡政府把培训班办到家门口，手
把手教，好学的他很快上路。

李良方靠3桶蜂起家， 目前发展到60多
桶，年产蜂蜜350公斤以上，纯收入3万多元，

成为全村有名的养蜂大户。
“养蜂比种田收入高，致富有了好门路，

搬家搬强了。” 李良方对眼前生活很满意，越
干越有劲。现在每季长什么虫、治什么病，李
良方了如指掌，技术不再出岔子，昔日“田把
式”，摇身一变成了“蜂专家”。

二强：住家舒服配套好

下午5时，从镇上扶贫车间下班回来，七
甲坪镇团山界村易地扶贫搬迁户张柳英哼着
小曲，洗菜、淘米做晚饭，很开心。

张柳英一家四口， 原住在团山界村大山
上，条件差、日子苦。两年前，举家搬进山下安
置房， 还被招进集中安置房附近的扶贫车间
工作。

按照搬迁政策， 张柳英一家四口分得一
套100平方米住房，水、电等齐全。

“住家很舒服。”张柳英笑呵呵说，在山上
住的是老木房，长年潮湿，饮水、照明、打电话
都不方便，“和现在条件比， 简直一个地下一
个天上”。

张柳英家门口就是大超市、大酒店，跨过
一座桥是农贸市场， 穿过一条街是学校和卫
生院，到镇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办事，只要一袋
烟工夫。

集中安置区有个文化广场，唱歌、跳舞、

演戏、下棋、练身，每天热闹非凡。张柳英吃过
晚饭， 就到广场来玩， 跟着姐妹们学跳广场
舞。她感慨，好生活让她变得自信有奔头。

三强：出门交通好方便

喊一声，听得见，走起路来大半天。这是
早些年借母溪乡千堂湾村交通不便的生动写
照。

现在家住山下洪水坪集中安置点的张兴
富，日子过得很舒适，他在当地打零工，女儿
外出打工，爱人照顾有后遗症的儿子，出门是
宽敞公路，去哪儿不沾泥。

说起当年住在山上不通公路的日子，张
兴富摇头直喊苦：“遇到三病两痛， 或者外出
赶车赶船，经常打夜工下山，苦死个人。”

有一年，儿子半夜突发脑膜炎，张兴富背
起就跑， 从千堂湾烟子塔组到与张家界交界
公路上，花了2个多小时，再坐车转到医院，错
过了最佳救治时间。

“要致富，先有路。”张兴富下山3年多，见
证了路通、人通、业通的兴旺景象。

借母溪乡近几年发展旅游， 政府修路架
桥，改善环境，打造《狃子花开》实景剧，名声
大噪，搬迁村民跟着吃上“旅游饭”，白天到产
业园打工， 晚上开车去演剧， 生活过得美滋
滋。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刘仁海 蔡政

5月10日，雨后初晴。石门县橘园里空气
清新，到处能闻到橘花的清香。在经历一场罕
见的自然灾害后， 橘园里橘树稀了、 橘香淡
了，但橘农们抓住机会大搞品改，干得热火朝
天。一些“高接换头”的橘树已发出嫩芽。

橘树受灾，欲哭无泪

去年12月至今年2月， 石门县遭遇40年
来最恶劣的天气，霜冻、冰雪、低温持续50多
天。全县45万亩柑橘，有30.8万亩不同程度受
灾。当地有句老话，叫“雪落高山，霜打平原”。
据了解，这次灾害中，蒙泉、夹山、秀坪3个地
势较平坦的乡镇受灾最为严重， 在秀坪这个
全国最大的早熟蜜橘基地，1万多亩柑橘受灾
的占80%以上。

柑橘，在石门县30多万橘农眼里，那是
他们的命根子。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将一些
脱贫不久橘农的致富梦化为泡影。 想起当时
的场景，橘农们仍心有余悸。在秀坪园艺场善
鱼村一片橘园里， 一位年过七旬的橘农在砍
伐被毁坏的橘树。村干部介绍，这位老人叫吴
南初，家有10亩橘园。见到记者，老人连忙放
下活计， 用毛巾擦了一把汗， 伤心地说：“你
看，这满园的橘树，都20多年树龄了，正处在
壮年期，这下全毁了，只有拖回家当柴烧。”说
完这番话，老人深深叹了口气。

看见记者来了， 许多忙碌的橘农围拢过
来，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遭灾后满目疮痍的
情景。一位心直口快的橘嫂说：“这些年，我们
吃的是柑橘饭， 住的是柑橘楼， 花的是柑橘
钱，甜蜜的日子刚尝到甜头，就被一场大灾给
毁了，当时我们真是欲哭无泪。”

说起灾害造成的损失，橘农们心痛不已。
但大家说得最多的，还是如何补损，让甜蜜的
生活尽快回归。

沉着应对，奋起抗灾

面对罕见天灾， 石门县的决策者沉着应
对，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橘农的收入怎样才能
得到保障？已脱贫的橘农会不会返贫？非贫困
户会不会致贫？柑橘产业下步怎么走？围绕这
些问题，石门县先后召开县委常委会、县政府
常务会，很快形成共识。

县里派出8个工作组，分赴受灾严重的乡
镇，用一个月的时间展开查灾、补损、保险理
赔等工作。紧接着，又整合资金1亿元，用于柑
橘品改。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谭本军介绍，柑橘
是石门第一大产业，由于品种老化，加上橘农
既得利益思想严重，连续几年推行品改，但收
效甚微。这次品改，与其说是逼上梁山，不如
看作是天赐良机。

县里强力帮扶，受灾橘农情绪稳定，对今
后生活有了信心。走进秀坪园艺场木山村，记
者看到毁坏的橘树已基本清理， 刨根翻土后
又栽种上了新品种，“高接换头” 的老橘树发
出了嫩芽。 不少橘农与县里派来的农技人员
有说有笑，忙得不亦乐乎。

在一处坡地上，69岁的橘农田子平在为
补种的180株早熟蜜橘苗喷药治虫， 相邻橘
园的橘农田子嘉趁抽烟的空闲， 开起了田子
平的玩笑：“田老倌， 你都是黄土埋半截的人
了，种这么多橘苗，你又享受不了，干嘛要吃
这个亏哟!”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点道理都不懂，
还不如几岁的孩子。”田子平的巧答，引来众
人哄笑。

借机品改，喜笑颜开
穿行在石门县大片大片的橘园里， 见一

台台挖机在刨根翻土、起垄整地，橘农在剪枝
嫁接、抽蔸移树，到处是忙碌的场景。

在秀坪园艺场肖家岗村， 两台大型推土
机正开足马力，将一片低洼橘园平整一新。在

现场指挥的县政府副处级干部李良军介绍，灾
后，由杨氏果业公司投资，通过土地流转，打破
村、组、户界线，正在建设5000亩高标准柑橘产
业园。面前这个100多亩连片的高标准柑橘园，
留有6米宽的环园车道，并对橘园水肥实行全自
动滴灌。再过半个月，这里将全部栽上“早熟兴
津”“由良”“大芬4号”“纽荷尔脐橙” 等优良品
种。

谈起柑橘品改，李良军说：“目前，全县已完
成柑橘毁园重建、重度修剪、新扩面积3万多亩，
广大橘农积极性空前高涨。 我们之所以举全县
之力实行品改，一方面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让广
大橘农转变为产业工人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
品改后可以提升柑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秀山村在村党支部书记舒兆明带领下，
前两年就开始土地流转，创办合作社，对村里
柑橘进行“密改稀”，种上了新品种“红美人”。
这次遭灾，这些即将挂果的橘树无一幸免。然
而，橘农是通情达理的，他们见合作社遭受了
损失， 不仅主动将每亩2000多元的流转费降
到1000多元， 还积极投工投劳， 改种新品种
500多亩。

风雨过后见彩虹， 石门的橘农们又露出了
笑脸，充满了对柑橘品改后美好生活的向往。

■蹲点感言

化危为机
周勇军

面对天灾，石门县沉着应对，推动解决柑橘
品改提质老大难问题， 充分显示了 “任凭风浪
起，稳坐钓鱼船”的定力与着眼长远、布局未来
的深谋远虑。

农业生产中，灾害难以避免。灾害会给我们
造成重大损失，但如果处置得当，也会产生倒逼
机制，达到化危为机的效果。

从“一搬三穷”到“一搬三强”
———听沅陵易地扶贫搬迁户讲故事

———记者蹲点见闻

记者在扶贫一线

5月10日，安化县城区青山满目，云海环绕。近年，该县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
力度，推进绿色发展，让绿水青山长存、蓝天白云常驻。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又到橘花飘香时
———石门柑橘大灾之后品改提质见闻

刘心：

“暖暖的”礼物

云海绕青山

刘心 通讯员 摄

我
们
十
八
岁

5月12日，双峰县曾国藩学校，学生把帽子抛向空中，庆祝成年。当天，该校举办2019
年成人礼仪式，高二年级学生通过加冠、赠家书、过“成人门”、听取励志报告等成人仪式，
传承传统文化，开启人生新的旅程。 李建新 王育龙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