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刘双

名片
� � � � 肖智雄，1991年5月出生，衡阳祁东人。
大学毕业后， 毅然回到农村发展黄花菜事
业。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套集
黄花菜杀青、脱水、烘烤、包装于一体的全
自动化设备， 创建全国首家 “黄花菜博物
馆”。2017年，作为一名基层农业生产者，被
选举为衡阳市人大代表。

� � � �故事
火热的8月， 肖智雄拿到了他的第3

个发明专利证书。 这项发明专利主要适
用于蔬菜干制品加工的杀青， 通过这项
技术， 可将一些不易保存的蔬菜开发成
干制品。拿到证书的那一刻，他兴奋地在
微信朋友圈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不是
发明家，却一直走在研发的路上。”

T恤配背带裤、一丝不苟的发型，初识
肖智雄，感觉他精致、细腻，像一个在外企
工作的金融男。事实上，他也完全有机会坐
在某个写字楼里。但他却选择了回到农村，
天天在田间地头、工厂打转。肖智雄说，他
生长在祁东的“黄花菜加工世家”，耳濡目
染，结缘黄花菜是命中注定。

回农村当了“黄花王子”，有子承父业
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因为对干这份事业“很
有成就感”，他笃定地告诉记者。

肖智雄2013年大学毕业后，回绝多家
企业伸出的橄榄枝， 毅然回乡接过父亲手
上的“接力棒”。“父母给的是背景，自己打
下的才叫江山。”肖智雄从接管企业开始就
立志要让黄花菜产业更上一层楼。

“我父亲60多岁了，在厂内还是不停
地来来回回，有时一天竟达7万步。上一
辈人的吃苦耐劳与韧劲， 让我更不敢懈
怠， 父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我们做企业
的基石。”

祁东县是久负盛名的黄花菜之乡，
但早些年市场上那场“毒菜风波”，让祁
东黄花菜产业几近崩溃。 肖智雄的父亲
正是在那个时候从广东回到家乡， 开启

了黄花菜的“复兴”之路。“回首向来萧瑟
处”， 现在的肖智雄谈起当年的那场风
波， 更有了自己的理解：“危机其实蕴含
着转机， 要解决黄花菜传统生产方式与
现代安全理念大碰撞的方法， 便是黄花
菜生产加工的标准化。”

肖智雄接管企业后， 他带领公司的科
研团队， 成功研制出了国内第一套集黄花
菜杀青、脱水、烘烤、包装于一体的全自动
化设备，获得3项国家发明专利。这条93米
长的生产线， 单次加工流程只要2个多小
时，一天可加工鲜湿黄花菜40吨。与传统
晾晒的加工方式相比，不仅效率大为提高，
产品的色泽、口感、品质也都大大提高，自
然被市场接纳和欢迎。

既要创造黄花菜的经济价值， 也要挖
掘打造它的文化品牌。 肖智雄说：“只有让
这朵花有品牌溢价， 菜农的收入才能跟着
水涨船高。”为了让理想照进现实，肖智雄
付诸了行动。

2016年，全国首家黄花菜博物馆拔地
而起，袁隆平院士欣然题写馆名。展馆利用
图、文、影、声等现代技术传播方式立体呈
现，详细介绍了黄花菜的历史渊源、食用价
值、药用价值、发展轨迹，以及祁东黄花菜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不凡发展历程，让黄
花菜文化可视可感。

“一勤天下无难事。踏踏实实做，做品
质，创品牌，带动一方百姓脱贫致富。”肖智
雄说起未来的打算，信心十足。

青春黄花
分外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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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洁

8月21日9时30分，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医
学实验实训中心庄严肃穆，“中国好人”、东安
县委宣传部离休干部钟挺华的遗体捐赠仪式
在这里举行。依照钟挺华的遗愿，现场没有花
圈、礼炮，仪式从俭从简。

永州市侨联、 永州市红十字会和东安县各
界代表100余人自发向钟挺华遗体行礼告别。钟
挺华的儿子钟东说：“遵从父亲的遗愿， 将遗体
捐献给医学实验实训中心， 用于医学教学和研
究。” 钟挺华的女儿钟红眼含热泪说：“父亲，您
的爱将在医学事业中传递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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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挺华以学习雷锋作为终生目标， 先后
组建东安县志愿者服务促进会和学雷锋助学
基金会，资助800余名贫困学生；节衣缩食为
46所中小学校捐赠雷锋铜像，开通“雷锋新花
之乡” 网站， 编写图文长卷《雷锋塑像闪金
光》，组建雷锋车队，设立雷锋班级，带动3万
余志愿者学雷锋、做好事；首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演示操，在东安县各中小学校推广。钟
挺华曾荣登“中国好人榜”，获评全国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 全国归侨侨眷
先进个人等。

5年前， 钟挺华向永州市红十字会表达了
百年之后捐献遗体供作医学研究的意愿。7月
18日，钟挺华老人因病住院，几度失去意识。7月
31日，钟挺华老人意识好转，经他强烈要求，在
病房里填写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表》。8月18日23时，钟挺华安详离世。

今年6月13日，《湖南日报》曾刊发报道钟
挺华老人的深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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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钟挺华实践自己的诺言，
把最后一份爱捐献给了社会。

� � � �生前曾资助800余名贫困学生，带动3万余志愿者学雷锋，去世后
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中国好人”钟挺华———

捐出最后一份爱

肖智雄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人，一生不用追求名利，但一定要有成
就感。”时代楷模余元君的这句话，被收录进
了《洞庭赤子余元君》一书中。8月20日，湘潭
水文站站长张霞如饥似渴地读完这本书后，
郑重地将这句话摘抄在笔记本上。

张霞在后面写道：“我的成就感， 就是以
干一行、 爱一行、 精一行的态度投身水文事
业，做一个像余元君一样务实、纯粹的人，在
洪峰浪尖书写无悔青春。”

今年33岁的张霞，已在水文系统工作9年
多。“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是张
霞最喜欢的一句话。在浏阳河畔长大的他，爱
水，更爱水的高尚品质。2010年，他通过公开
招考进入湘潭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从此与水
结缘。

对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的他， 水文

算是一个陌生领域。 第一次绘制水位与流量
关系曲线图时， 张霞从第一天清晨熬至第二
天拂晓，整整画了32张草图，才将当年涓水射
埠水文站水位与流量的关系准确画了出来。

第一次绘图的曲折经历， 让张霞产生了严
重的本领恐慌。“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
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那天，张霞在日记里写
道，以此激励自己稳扎稳打，练就过硬本领。

次日，他抱来一摞厚厚的专业书，一本一
本地“啃”，从水文测验到水情预报，从应急监
测到站网规划， 每一本工具书都被他画得密
密麻麻， 光是读书笔记就记了近万字。“每当
有外出勘测任务， 小伙子总是主动请缨，‘让
我来’是他的口头禅。”说起张霞，湘潭市水文
局局长黄建明赞不绝口。

命运不曾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 凭着这
股韧劲，张霞如竹子般拔节生长。全国水利技
能大赛金奖、 全省首届水情竞赛县级组第一

名……他在业务比武中一次次脱颖而
出，逐渐成长为行家里手。

收获荣誉的同时，张霞也扛起了更
大的责任。2014年，涓水流域洪水频发，
其中7次超警戒水位，6月更是出现历史
性大洪水。时任涓水射埠水文站站长的
张霞连续3天未合眼， 坚守在洪水监测
一线，带领同事测好、报准了这场洪水，
为附近乡镇避免了重大损失。

今年7月， 一场200年一遇的洪峰
席卷湘江湘潭段。洪水中，张霞与同事

一道奋战了7天7夜。7月6日，预测水位可能快
速上涨，张霞凌晨2时将孕早期身体不适的妻
子送到医院住院安胎后， 便迅速赶到水文站
监测洪水。此时，湘江水流越来越湍急，滔滔
江水挟裹着一堆堆漂浮物直冲下来， 测流工
作面临巨大压力与挑战。

不断上涨的洪水淹没了水文站架空层，
从站房通往码头的路深埋水下， 张霞和两名
同事只能通过手拉纤绳坐皮划艇摆渡过去。
由于水流急，江面漂浮物多，“砰!”一根大树枝
让皮划艇在夜色中失去了航向。 他们一人蹲
坐在艇上保持平衡，一人在水中摸索绳子，另
一人用手划船。“情况十分危急， 幸亏在水中
摸到一棵大树，顺势找到了绳索，才保住皮划
艇正常航行。”张霞回忆。那次，原本5分钟的
路程，他们用了近一个小时。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 张霞与同事们仍
保持每3个小时监测一次水流的频率， 将最
新、最准的大量信息以最快速度报送出去。

7月9日， 水文部门预测湘江湘潭站10日
14时左右将出现41.3米至41.5米的洪峰水位，
实测10日20时42分洪峰水位为41.42米。洪水
来时，屹立在湘江边的湘潭水文站灯火通明，
张霞带领同事们持续监测雨情、水情，为防汛
抗灾及时提供科学分析和精准预测， 他们发
出的一组组数据， 成了防汛战役中永不消逝
的“电波”。

他的初心，绽放在防汛一线；他的青春，
书写在洪峰浪尖。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 （记者 陈薇）今
天，湖南广播电视台举办“青春扬益”（第三
季）快闪发布会，一批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等主题的公益广告首发， 并于8月22
日起正式在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湖南卫
视、芒果TV等各媒体播出。

据介绍，这一批作品聚焦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脱贫攻坚、一带一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年轻党员勇担当、文化传承、绿色
发展、青春励志等时代主题，从小切口入手，
讲述大情怀， 呈现焕然一新的电视公益风
貌。其中，《青春的半径》通过描述祖孙三代
人青春半径的巨变，体现70年来中国发展对
个人、 家庭的至深影响；《接力奋斗 祖国青
春正美好》以“接力跑”开篇，呈现不同行业

的年轻人接力奋斗的状态，通过梦想映射国
家成就；《运动步数封面人物》《家乡的宝藏》
《年轻党员的“网红”梦》竭力播撒青春正能
量，刻画出一个个为脱贫攻坚挥洒青春的鲜
活形象；《人生第一课》《无可替代》《伞下有
晴天》《少年有志 青春满分》 等关注儿童成
长与老人身心健康……

发布会上， 来自一线的主创人员集体
上演了一场行为艺术“快闪”一分钟演讲。
围绕“中国青年该有的样子”“年轻人更要
学习强国”“一分钟的责任”“一人一战队”
“幸运Since� 1949”等关键词，谈理想责任，
谈灵感创意，谈创作艰辛，表达出践行公益
使命，助推青春梦想，传递快乐能量的决心
和信心。

“青春扬益”（第三季）公益广告首发初心绽放在防汛一线

8月21日， 湖南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开展“不忘初心
担使命、无偿献血守健康”无
偿献血活动，100余名干部
职工参与无偿献血， 共计献
血23100毫升。 暑期一般是
无偿献血的淡季，但今年7月
以来，省会政府部门、企事业
单位共开展了近50次团体献
血活动，有近9000人参与无
偿献血。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段涵敏

通讯员 杨驾财 摄影报道

无偿献血
“淡季不淡”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 （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雷文明 吴戈） 记者从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获悉，8月18日，省高速公路交通警
察局怀化支队谌卓夫、 长沙支队谢思宇在
第十八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上斩获
3枚金牌。其中，曾是省羽毛球队主力队员、
多次获得全国冠军的谢思宇赢下本届世警
会羽毛球比赛女子单打和双打2块金牌。曾
代表国家队赢得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团

体赛冠军的谌卓夫， 获得羽毛球比赛混双
金牌。

世警会创办于1985年，是以城市为申
办主体、 由全世界警察和消防员参加的大
型综合性运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被称为
“警界的奥运会”。 本届世警会首次来到亚
洲， 于8月8日至18日在我国成都举行，共
有来自7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近万
名警察和消防员参加。

湖南高速警察在世警会斩获3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