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国情 奋斗者 张赛：“一定要去天安门！ ”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曾佰龙

10月10日， 湘潭姑娘张赛应母校湘潭县
二中之邀回校演讲， 向学弟学妹们讲述成长
经历。她由一名普通军校学员，成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女兵方阵中的一员。

今年初的一天，张赛在家休寒假，接到上
级命令，要求她于当晚6时返校。这天正是她
母亲52岁生日，没来得及为母亲庆生，张赛火
速从湘潭县老家赶赴石家庄陆军军医大学士
官学校。 学校要选拔学员参加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大阅兵，所有学员必须提前归队。张
赛回校后，毫不犹豫递交了申请书。

艰苦的选拔训练开始了。 数百学员报名
参加集训，最终只能留下100人。张赛并不是出
类拔萃的，怎么办？她说只能靠“忍”劲和“韧”
劲。用“T”形架矫正军姿，用4公斤重砂袋苦练
腿部力量， 用扑克牌提升手臂肌肉记忆……

每天8小时强化训练，张赛咬牙坚持，心里只
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去天安门！”

进京集训再选拔，教官宣布最终名单，当
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张赛激动得快要哭了。更
加严苛的阅兵集训在北京某训练场展开。集
训第3天，张赛的脚踝受伤，双脚肿得像馒头，
每一次抬腿踢腿，都让她感到钻心般疼痛，不
知不觉流下眼泪。教官问：“张赛出列，眼睛怎
么红了？”“报告教官，风吹的！”张赛强忍着疼
痛，把眼泪憋了回去，归队继续训练。回到宿
舍， 张赛拿着小板凳， 对其他学员说：“等一
下，我要哭一会儿，你们别理我！”说着，她抱
着红肿的双脚，大声哭了出来。第二天，她又
坚强地走上了训练场。

离国庆阅兵最后关键时刻， 张赛状态不
佳，综合考评跌到第26名。按照训练要求，一
个排面只有前25名能上场， 还有数名预备队
员。 这样的成绩意味着张赛半年多的付出将

“归零”，成为“黄金替补”。一同参加训练的同
学邹晨曦走了过来：“赛，不想看着你下来，我
帮你训练吧。”在邹晨曦的帮助下，张赛利用
补餐的半个小时，苦练腿部力量和步幅。10天
后，张赛的综合考评又回到了25名内，体重减
轻了6公斤。

10月1日，大阅兵开始，第10个接受检阅的
方队是女兵方阵，共有352名女兵，她们在程晓
健、唐冰两位女将军率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
走向天安门城楼接受检阅，张赛在方队第6排第
23个亮相。方队受阅距离96米，走128步，66秒通
过，分秒不差，毫厘无误，她们完成了光荣使命！

“自豪感与满足感最强烈的时刻，是听到
大家喊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那一刻！是
当我们出行与撤离时， 道路两侧的市民为我
们竖起大拇指的那一刻！ 我为自己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一员而骄傲！”张赛说，“参加阅兵
后，更加热爱这身军装。”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周双 2019年10月12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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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伟：

打造美食创业
孵化器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实习生 邱江华

【名片】
张敬伟，1987年出生， 湖北安陆人，长

沙食博仕餐饮集团总经理。他辗转多地，扎
根长沙，鏖战美食江湖，安放梦想青春。爱
绘画，喜阅读，在美食之外，内心深处藏着
诗和远方。

【故事】
一份煲仔饭端上来， 鲜嫩的牛肉搭配

秘制酱料放入口中，数秒之间，他能推测出
牛肉的质地、酱料的成分、烹饪的火候。公
司新研发的饮品， 如何呈现最好的卖相和
口感？品尝过后，他敏感的味蕾会告诉最佳
的临界点。

他是张敬伟。
这个出生于1987年的年轻人，自家乡

湖北辗转到广东，而后扎根湖南，从年少时
的“吃货” 变身为今日的舌尖美味“调理
师”。他以长沙食博仕餐饮集团总经理的角
色，鏖战美食江湖，安放梦想青春。

他天生爱“吃”，以至味蕾淬炼出异于
常人的“第六感”。从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
他曾设想开一家日本料理店，几经波折，计
划流产。而后到一家外贸企业做市场销售，
又备受煎熬。

他的兴趣在“吃”，工作与之南辕北辙。
在“吃”字上做文章，一旦涂抹理想色

彩，将其作为事业去追求，既诱惑十足，也
充满挑战。

如何让兴趣成为事业？那些年，张敬伟
反复琢磨，并到广州多个快餐品牌“试手”，
却一直没找到“存在感”和“获得感”。

2017年，三十而立。张敬伟只身来到
长沙。

他的梦想坚定：创立餐饮品牌，打造美
食创业孵化器。

张敬伟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同样怀
揣美食梦想的湖北人杜福田， 在长沙投资
创建了食博仕餐饮管理集团， 专注孵化连
锁快餐品牌。张敬伟获邀担任总经理。

新平台给了张敬伟自由驰骋的空间。
不到一年， 他带领团队推出了碗姑娘煲仔
饭、 泡宝果咖茶、7堡等多个连锁加盟餐饮
品牌。

在其位于长沙的公司总部， 这些自创
品牌的实体店造型一字排开， 接受一拨又
一拨创业者的考察加盟。

这些品牌有共同的特征：年轻、时尚、

充满活力。 他希望无限接近年轻人的内
心———他们在都市奋斗，来去匆忙，对生活
充满热爱。

以煲仔饭为例，他力图将之精品化、甚
至艺术化，让食客品出有关幸福的滋味，哪
怕只是短短的瞬间。

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发布的消费数
据显示，2018年长沙售出450万份煲仔饭
外卖，长沙人点煲仔饭频次居全国之首，获
称“煲仔饭之城”。

长沙人的“好呷”让张敬伟看到巨大的
市场空间。为研发一款小龙虾煲仔饭，张敬
伟在公司吃住一周，30多次试味， 最终敲
定产品形态———斯文慢火，不骄不躁，以优
质食材现蒸现煲， 以蒸出的原汁原味代替
酱汁包，展现煲仔饭的回味悠长。

他的梦想渐次开花结果。如今，仅碗姑
娘煲仔饭门店就有近200家， 遍布湖南省
内外。 其加盟商有近五成为80后创业者，
另外以转业军人、下岗职工、建档立卡贫困
户等居多。

张敬伟认为自己的创业路才刚刚开始。
他说目标还在前方： 将食博仕打造为

全国性的美食创业孵化器，为美食创业者提
供借船出海的便捷通道。他甚至还期待建立
一所美食培训学校，兼职做一名老师，将自
己的经验和梦想传递给热爱美食的人们。

工作之余，张敬伟爱好绘画、阅读、旅
行、为家人做饭。

他希望在多年以后， 重回故乡湖北安
陆，在城郊山脚静享时光，每天拿起画笔，
绘出那里的山山水水。

在美食之外， 张敬伟内心深处藏着诗
和远方。

张敬伟 通讯员 摄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张尚武）好
种、好谷、好米，才能焖“一碗好饭”。今天，省
农业农村厅在长沙召开水稻种业与米业融合
现场对接会，力推“产学研”结合，湘米产业升
级从“种子”延伸至“筷子”。

对接会上， 省种子协会同省稻米协会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粮安科技等11家育种
企业对接青山梯田米业等大米加工企业，建
立多角度、多层次的协同机制，推动“湘种”与
“湘米”深度融合。

湖南作为稻米产业大省，品种培育、稻谷
生产、大米加工均在全国具有影响力。湖南杂
交水稻品种培育水平领先全球， 种子产销量

全国第一；作为水稻种植大省，拥有包括中国
粮食第一股“金健米业”在内的1000余家大米
加工销售企业，是全国最大的米线制品供应地。

省农业农村厅种子管理处处长戴魁根介
绍，一直以来，湖南种子企业与大米加工企业
互不“往来”，习惯在各自行业内谋求自身发
展，导致上游的种子企业培育的高产品种多、
优质品种少，种子库存积压屡创新高，经营陷
入“困境”；下游的大米加工企业，农民种什么
就收购、加工什么，不能有效对接市场需求，
效益低下，卖难问题时有发生。

对接会现场，育种企业带来的“野香优莉
丝”等优质、高产品种，受到与会的35家大米

加工企业追捧。 粮安科技负责人王杰表示：
“对接会给我们育种企业提供了最鲜活的信
息，促使我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更精准地去
选育‘农民喜欢种、米企喜欢收、消费者喜欢
吃’的好品种。”推动育种、种植、收购、加工、销
售环环提质，做到“好种、好谷、好米”，提升种粮
效益，湘米产业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黄利飞

湘股熊猫金控又“摊”上事了。熊猫金
控10月9日晚公告称，公司旗下子公司银湖
网被公安机关立案，10月10日、11日公司股
价连续跌停。

熊猫金控前身系熊猫烟花 ，2001年上
市，是“A股烟花第一股”；公司实际控制人
赵伟平曾被称为“烟花大王”。

2012年左右，烟花“遇冷”，公司开始寻
求转型，从此进入“人红是非多”的状态。影
视行业受追捧，公司宣布收购影视企业；互
联网金融大热，公司又“掉头”进军互联网
金融行业， 并斥巨资创建了P2P网贷平台
银湖网；公司还在2018年时，计划收购一家
新能源电力公司的控股权。

上市公司为突破主业瓶颈限制 ，跨界
转型无可厚非， 但转向哪里、 怎么去转，
需要精心考量和布局 。熊猫烟花 “什么热

就扑向什么”做法，颇令资本市场诟病，不
少人直言 “这不是转型升级 ，而是在炒作
股价”。

熊猫烟花每一次转型“喊话”，公司股
价短期内都得以拉升。 但没有业绩支撑的
股价上涨终是“空中楼阁”，曾经被捧得有
多高,如今就摔得有多惨，而且传统烟花资
产处置殆尽或烟花出口经营没有大的突
破， 互联网金融业务业已穷途末路。 公司
2018年亏损，2019年上半年依然亏损。

跨界的目的， 一般是为公司开辟新的
利润增长点， 同时降低依赖单一业务所带
来的风险。 上市公司跨界并购转型是一个
系统工程，需要精心规划三五年，要考虑的
问题包括转型行业怎么选、 确定方向后如
何布局、怎么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等。企
业本身熟悉的、擅长的、有资源的领域，最
容易出成果；转型时理性谨慎、做到“扬长
避短”，遇到风险时也能有效应对。

谈经论市

跨界转型应理性谨慎
从“种子”延伸至“筷子”

湘米升级为焖“一碗好饭”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50岁的赵群成了“美食家”。10月9日，记
者见到她时， 她正在家里忙着做五谷杂粮营
养餐。里面除了杂粮，还加入了肉糜、蛋白粉、
蔬菜、骨头鲫鱼汤。营养餐是特意给母亲王祝
英准备的，老人家一天要进食5餐。赵群变着
花样，尽量使食物可口又有营养。

赵群是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桥南社区
居委会原主任，今年3月退休。她精心照料患
病母亲20多年。2014年， 母亲变成植物人，赵
群不离不弃，用孝心唤醒母亲。今年4月，赵群
被评为孝老爱亲“中国好人”。

1992年，王祝英刚退休就突发脑溢血，半
身瘫痪。赵群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4人齐心
协力照顾母亲。2007年11月， 父亲去世后，赵
群将母亲接到自家照顾。

2014年，王祝英因肺部感染严重，4次住进
医院重症室。2014年底的一天， 主治医生把赵
群叫到办公室。当时，王祝英在重症室住了一个
多月，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老人的右肺萎缩到只
有一个拳头大了，处在生死线上，成了植物人。

“医生告诉我，医院已经尽力了，现在只
要一口痰噎住，老人就可能没命，建议我们把
母亲接回家。”赵群一听慌了神，再也忍不住，
“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哭完，赵群作了一个决
定：将母亲接回家，吃中药慢慢调养。

赵群的丈夫罗新河给丈母娘的房间特意
安装了空调，赵群买来了雾化机和制氧机。照
顾植物人不容易，以排痰为例，赵群一开始没
有经验，用手指伸进母亲口腔去抠，手指被咬
出了血。后来，她找到了办法：把母亲放在床
上， 将头部垫高向外侧， 用手机对着口腔照
明，把水倒入母亲口中将痰呛出，再迅速用棉
签将痰刨出来。

2016年，赵群的哥哥因病去世。赵群将姐

姐赵蓉也接到家里，一家人相互照顾。
记者问赵群：“20多年， 你为什么能够坚

持下来？”赵群脸上露出笑容：“感恩母亲。”
赵群记得，她4岁时，有一天半夜突然发

高烧，母亲急得不得了，拿着手电筒，漆黑中
背着她就往医院跑， 一路上摔了好几跤。“妈
妈总是把好的东西留给子女， 给了我们数不
清的关怀和爱，点点滴滴，我都记在脑海里。
现在她老了、病了，我也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妈
妈，让她享享福。”

如今，每天清晨6时，赵群就开始给母亲准
备营养早餐，早餐有豆浆、水果、鸡蛋等。母亲不
能动弹，食物需要磨碎后，用针筒注射进入胃管
喂入。喂完早餐，赵群要给母亲排便、洗澡，然后
抱着母亲坐上轮椅，来到阳台上晒太阳散心。阳
台上，赵群特意种满了花草。坐在轮椅上，面对

女儿和花草，老人安详地享受美好时光。
退休前，赵群家里事多，但从未因此影响

社区正常工作。对社区低保户、残疾人、空巢
老人等困难居民，她都熟记于心，谁家有事，
她都上门解难。 社区居民游丽萍说：“赵大姐
工作干得好，又20多年如一日照顾患病母亲，
实在难得！”

■点评
雷鸿涛

把最好的东西给母亲 ，20多年如一日尽
心尽力照顾患病母亲，赵群用行动证明，久病
床前也有孝子。

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动物且然，况于人乎！
懂得感恩、孝敬老人，再苦再累也是幸福的。

不离不弃照料植物人母亲
———记孝老爱亲“中国好人”赵群

� � � � 赵 群 在
给母亲按摩。
（资料图片）

彭宏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