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讯
员 贺小花 张娜）今天上午，由省残联主办，
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省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承办的2019年湖南省残疾人大学生
专场招聘会，在湖南省人才市场举行。

湖南商学院、 星巴克咖啡等64家企事业
单位参加招聘， 提供900余个就业岗位。300
余名残疾人大学生现场求职， 其中85人与用
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活动现场开辟了职业导师指导区、 就业
权益保障区等多个服务窗口， 为求职者提供
简历诊断、职业规划、创业指导、权益维护等
服务。承办方依托智能招聘系统，打造了“线
下直接对接、线上远程推介”的招聘平台，未
能现场求职者， 可登录湖南人才市场微信公
众号和湖南人才网的求职招聘平台， 获得平
台自动智能匹配的岗位信息， 并线上与企业
招聘负责人进行双向联系。

据介绍，今年，我省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高
校湘籍应届残疾人毕业生686名， 其中博士研
究生5人、硕士研究生28名、本科毕业生248名。

此次招聘会是我省开展残疾人大学生就
业兜底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 比以往规模更
大、岗位层次更高、匹配度更精准。接下来，省
残联将继续做好残疾人大学生就业跟踪服
务，通过常态化推介、举办职场训练营、落实
见习补贴制度等措施，促进其就业创业。

64家企事业单位提供900余个岗位

湖南省残疾人大学生专场招聘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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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年事已高， 但东安县89岁的离休干部
钟挺华，传承雷锋精神的劲头依旧十足：6月3
日，他向贫困户捐款6000元，用于购买生产资
料；6月4日，在东安县钟挺华党员学雷锋工作
室， 他与人们交流学雷锋的心得；6月5日，他
决定再捐赠4座雷锋雕像……

祖籍为广东省蕉岭县的钟挺华，1930年
出生在印度尼西亚， 回国后参加过广东、江
西、 福建3地边区游击队。1958年来到东安县
工作，直至1986年离休。

“我当过兵，是雷锋同志的战友，我要向
战友学习， 把骨髓里的爱都奉献给社会！”说
起一直致力于传承雷锋精神的初衷， 钟挺华
平静地说。这些年，钟挺华尽己所能，千方百
计关爱和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成立学雷
锋组织带动社会各界学雷锋， 让雷锋精神永
驻人们心中。2016年，钟挺华荣登“中国好人
榜”，2017年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先进工作者称号，2018年，被评为全国归侨侨
眷先进个人。

写下400多封 “家书 ”，帮助
贫困生健康成长

6月6日，东安县老城区一幢老旧房屋，掩
映在生机勃发的常青藤下。

窗台前，钟挺华挥笔写下一封“家书”：
“孩子，你想学美术，我们会支持你实现梦
想……”原来，钟挺华资助的一名贫困生想
学习美术，却又担心给钟挺华增添麻烦。得
知孩子的心愿， 钟挺华毫不犹豫给予支持
和鼓励。

10年前，钟挺华省吃俭用，创办了3个助
学基金，到目前，累计资助780名贫困学生。为
帮助这些贫困生身心健康成长， 成为雷锋精
神的接班人，10多年来，他给受资助的学生写
了400多封“家书”， 赠送学习资料、 贺卡等
8000余份。

记者看到，在钟挺华家，摆放的家具早已
磨去了棱角。家里因为摆满雷锋像章、有关雷
锋的报刊书籍，以及他收集整理的雷锋文献，
显得更加狭小。

老伴唐庚妹说：“我们每天的生活费不超
过40元，他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帮助大家。”

东安县芦洪市镇的席某某， 是钟挺华
曾经长期资助的一名贫困生。 席某某至今
记忆犹新，当父母早逝，她准备辍学之际，
钟爷爷找上门来，不但安慰她，给了她长辈
的关爱，还四处为她筹措学费，帮助她完成
了学业。

上大学后，席某某成为一名志愿者，经常
参加公益活动。如今，她利用休息时间，走访
山区贫困学生。

多年来， 当席某某遇到困难、 不开心的

事，就写信给钟爷爷。每次，钟挺华都及时回
复“家书”，用雷锋说过的话、雷锋故事来鼓励
她。席某某由衷地说，我要用一生的时光，来
践行钟爷爷的教诲。

捐献46座雷锋雕像， 让雷锋
精神熏陶未成年人

钟挺华发现，传承雷锋精神，潜移默化的
熏陶很重要。于是，他先后向全县各学校捐赠
46座雷锋雕像。

2013年6月，钟挺华向东安县大盛中学捐
赠第一座雷锋雕像。他还不辞辛苦，经常坐3
个多小时班车来到学校， 给孩子们讲雷锋故
事，组织学雷锋活动。

时任大盛中学校长唐辉说：“润物无声，
孩子们都自觉用雷锋精神来指导学习、生
活。” 2013年以来，在钟挺华的指导下，大盛
中学每月开展学雷锋活动， 成立了帮助贫困

生的雷锋爱心基金， 学校没有一名适龄儿童
辍学。

唐辉离开大盛中学后， 先后担任该县川
岩乡学校、花桥镇学校校长，每到一处，他都
成立雷锋爱心基金，组建学雷锋志愿者团队。

如今，很多受到钟挺华影响的人，都自觉
成为雷锋精神的传播者。

2013年12月2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
见》，钟挺华立即奔走学校、社区、单位，宣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4年6月，钟挺华到东安县井头圩镇学
校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 看到同学们
正在做课间操，顿时受到启发，他想，结合东
安武术创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操， 肯定能
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说干就干！ 钟挺华立即邀请好朋友李楚
民等，商量创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操。他们
向当地民间武术艺人、东安小调传承人请教，

到当地武校观摩， 聚在一起反复讨
论，修改动作，再配上以东安小调为
基础的合适音乐。

初稿出来后， 钟挺华录下影
像， 发到网上征求大家的意见。历
时3个月，全国首套12节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操终于被他们创编
出来。

钟挺华介绍，把手往上举,寓意
蒸蒸日上,表达“富强”；两手展开平
直像个天平,表达“公正”；两个人拍
手 ,转身跟其他同伴拍手 ,表达“友
善”……

“钟挺华等创编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操，用孩子们喜欢的肢体
动作表达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内涵 ,孩子们易懂，很喜欢 ,爱
学， 迅速在全县各中小学校推
广。” 东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军
淞介绍。

今年5月，全县中小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操比赛在东安县举行， 这套集健身、健
美、教育于一体的学生操日益得到普及。

拥有3万多接班人，立下遗嘱
百年之后遗体捐给医院

6月9日，东安县教育局干部蒋礼智，在自
己的私家车前窗玻璃旁，插上一张“东安县雷
锋车队”小牌匾。在上班、回家的路上，只要见
到有人等车，他都会停下来，义务载上一段路
程。

蒋礼智说：“同事们说我是钟挺华的接班
人，其实，他的接班人有3万多人。”

2010年，钟挺华与8位爱心人士倡议成立
东安县志愿者服务促进会，带动人们学雷锋。

钟挺华带领大家围绕“学雷锋，做好事，
暖人心”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受到社会各
界欢迎。他还两次共出资1.5万余元，组织6所
中小学校校长及41名优秀学生赴望城雷锋纪
念馆和韶山参观学习。在他的倡导下，县里成
立了雷锋车队、雷锋班级，开通了“雷锋新花
之乡”网站，编印《雷锋新花之乡》刊物4000余
份。

2015年7月， 钟挺华在组织学雷锋活动
时，不慎被汽车撞倒。住院20多天，他仍坚持
编写宣传资料，组织征文活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近年来，在钟挺华
的带动下， 东安县志愿者服务促进会注册会
员发展到3万多人。

东安县77岁的退休教师贺新华， 担任东
安县志愿者服务促进会副秘书长， 他省吃俭
用捐资助学6万多元。县人民医院退休医生李
楚民先后为贫困生捐款10多万元。 在东安县
城打工的莫钟科，经常放下手中的工作，参加
学雷锋活动。

2018年， 钟挺华在县里的支持下， 在东
安县舜德学校成立了钟挺华党员学雷锋工作
室。他经常拄着拐杖来到工作室，与大家交流
学雷锋体会。

舜德学校四（5）班学生蒋佩熙，是工作室
的义务讲解员， 随着对钟爷爷事迹的深入了
解，她自觉帮助身边的同学，还动员父母利用
休息时间走访慰问山区贫困生。近日，她被评
为永州市少先队员雷锋银章， 并推荐申报湖
南省少先队员雷锋金章。

舜德学校五（4）班学生蒋李汶曦，从钟挺
华身上学到了克服困难的精神，从此，她在寒
冷的冬天不再赖床。

一名长沙市的中学生在工作室参观后，
内心深受震撼，改掉了乱花钱、任性的毛病。

钟挺华说，学雷锋不能只看眼前，更要立
足长远。于是，他还在东安县第一完全小学开
办了教师博物馆， 在东安县第三完全小学开
办了家庭博物馆，呼吁全社会更加尊师重教，
重视家庭亲情教育。

今年，钟挺华做好了家人的工作，立下文
字遗嘱，百年之后不开追悼会，遗体捐献给医
院作研究，实践他“把骨髓里的爱都奉献给社
会”的誓言。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我们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上门家政服务。”
端午节前夕， 长沙市望城区举办助残扶贫活
动，一位没有右手的企业家举起左手大声“认
领”建档立卡残疾贫困户的“微心愿”时，全场
投来充满敬意的目光。

他就是望城区首家残疾人寄宿制托养机
构“甜馨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侯羊
军。他数十年的坎坷人生和奋斗历程，充分诠
释了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内涵。

身残志坚，成为创业“领头羊”
1974年出生的侯羊军是望城靖港人，天

生爱闯、爱拼。上世纪90年代曾南下广州做服
装生意，2000年又回到家乡办机械厂，事业蒸
蒸日上。2004年，因厂里一场意外事故，他右
手肘关节以下全部切断，定为3级伤残。

正值盛年的侯羊军，哪里能接受自己突然
从一个老板变成了残疾人，加上厂里业务每况
愈下，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变得意志消沉。由于
自卑，好长一段时间，他连门都不敢出。

幸运的是，妻子对他不离不弃、悉心照料；
同学朋友也经常上门看望，开导鼓励。渐渐地，
他走出阴霾，心里暗暗发誓：“我要从头再来！”

一切从零开始。“既然没了右手，那我就用
左手。”侯羊军如同一个孩子般，从拿筷子开始
练起。“为了练左手写字，整整一年，我每天坐
在书桌前写8个小时。”如今，他用左手写出来
的字比从前用右手写的还好看。

2005年， 他参加了望城县残联举办的养殖
培训班，2006年又参加了创业培训班，了解到残
疾人创业扶持政策，于是坚定了再创业的决心。

2006年9月，他多方筹资，在高塘岭租借
了120亩山地，创办起一座现代化养殖场。“开
始没经验，只能尝试着先养了500只鸡，鸡长
大后，开始生病，最后基本死光了。”侯羊军回
忆，“虽然这次创业失败了，但我骨子里有种不
服输的劲头，要找出原因,再奋斗。”

他拖着残疾的身躯四处奔走，到各大养殖

场学习、交流，还请来县畜牧局的专家现场指
导， 养殖技能迅速提升。“养殖场规模最大时，
有土鸡、野鸡、珍珠鸡、孔雀共1000余只，年产
值近50万元。” 由于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
他成为了创业“领头羊”,在2014年被评为望城
区“残疾人创业能手”。

心怀大爱，奔波辛劳为助残
依山傍水的靖港古镇里，坐落着一座规模

不大却十分温馨的残疾人托养机构。
两栋两层楼的建筑分布着8间寝室，环境

整洁，被褥干净,空调热水一应俱全。多功能活
动室里，残友们围坐在一块做着爱心企业提供
的简易活计。院子里，暖阳下，残友们三三两两
地聊天、散步、打乒乓球，或互相帮衬着做康复
运动，大家都露出舒心的笑容。

2017年，随着城镇化改革的推进，侯羊军
的养殖场被征收。拿到征地补偿金后，他没有
像别人那样买房买车，而是把钱投入到助残事
业，建起了这座托养服务中心。“许多残友生活
太苦了，我想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让他们也
感受到甜蜜，因此中心取名‘甜馨’。”

服务中心采取民办公助的形式，为有需求
的残疾人提供免费的日常照料、食宿、康复训
练、技能培训等服务，以及家政、理发、陪伴外
出、心理辅导等居家上门服务。

侯羊军还日夜奔波，联系爱心企业提供助
残岗位。经过不懈努力，已有斑点照明、澳优乳
业、 绿地生态农庄等3家企业加入助残队伍，
17名残友通过插灯管、洗奶瓶、采摘等力所能
及的劳动，每月可增加一些收入。

“住在这里，家人不用再贴身照料我，可以
出去工作，我也能干活挣钱，创造社会价值，还
能交到朋友，过得比以前开心多了。”在中心住
了一年半的彭成香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甜馨” 已为46户重度残疾人
家庭释放了劳动力， 为40户居家托养的残疾
人家庭提供上门服务3552小时。 描绘未来发
展蓝图，侯羊军表示将努力建设辅助性就业车
间，并组建残友艺术团，提升“造血”能力。

爱国情 奋斗者

把骨髓里的爱都奉献给社会
———东安县89岁离休干部钟挺华传承雷锋精神的故事

侯羊军：

为残疾人打造一个温暖的家

� � � � 6月12日，残疾人大学生在湖南省人才市场求职。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何金燕 摄影报道

� � � � 上图：6月6日， 东安二小
图书馆，钟挺华与孩子们一起
阅读雷锋书籍。

左图：6月6日， 钟挺华在
家里为受他资助的贫困生写
“家书”。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洁 王行响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
讯员 杨雄春 何明贵）近日，在蓝山县湘发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扶贫车间模具制作生产线
上，90后技术员赵俣鑫正在认真制作模具沙
坯，手起坯落，动作娴熟。公司董事长唐召吉
在一旁观察，不时上前提示技术要领。

“我能学好模具制作技术，全靠唐哥耐
心教育。”趁喝水的间隙，赵俣鑫同唐召吉
交流工作心得，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赵俣鑫家住汇源瑶族乡湘蓝村芭蕉田
组，父亲体弱多病，还有岳母、妻子和2个年幼
的子女需要照顾， 成为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6年， 从广东东莞将企业搬回蓝山6年
后，唐召吉采取“公司+党支部+扶贫”模式筹
备开设扶贫车间， 建档立卡贫困户赵俣鑫成
为扶贫车间首批员工。刚进扶贫车间时，赵俣
鑫经常在下班后和朋友外出喝酒， 工资越喝
越少，上班无精打采，急坏了一家老小。

改变命运从戒酒开始。工作间隙，唐召
吉常常找赵俣鑫聊天谈心， 讲述自己早年
在外打拼的经历， 并经常带赵俣鑫认识县
企业家协会的成功人士，鼓励他勤学技术，
走出贫困，勤劳致富。

“唐哥带我开拓眼界，慢慢改变了我的

思想和观念。”在唐召吉的劝说下，赵俣鑫
下决心与“酒友”划清界线，业余时间积极
向老师傅请教生产技术。戒酒成功后，唐召
吉又安排老技术员向赵俣鑫传授模具制作
技术。技术运用越来越娴熟，赵俣鑫成长为
公司一名技术骨干， 月工资由3000多元上
涨到近6000元，去年成功脱贫摘帽。

“乡亲脱贫，我也开心。”唐召吉还准备
与朋友合伙在汇源瑶族乡设立竹制品加工
扶贫工厂，帮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增收。目
前， 唐召吉开设的扶贫车间已招收人员40
多人，其中7名贫困户收入有大幅度提高。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醉汉”脱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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