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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滕珊珊

这个中秋， 麻阳苗族自治县不断收获惊
喜，在里约残奥会上，该县残疾人运动员接二
连三摘金夺银。

里约时间9月17日上午11时13分，麻阳籍
运动员周霞在里约残奥会女子T35级200米
比赛中，以28秒22的成绩获得金牌。至此，湖
南里约残奥征程完美收官，共获得8金4银1铜
的优异成绩。其中，周霞破两项世界纪录，获
得两块金牌； 另一名麻阳籍运动员陈君飞获
两金一银，打破一项世界纪录。麻阳健儿获得
4金1银，仅金牌数就占据全省的一半。

作为一个典型的少、贫、边的山区县，何以
取得如此骄人战绩？9月18日，记者走进苗乡麻
阳，对该县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进行探析。

依托一种沉淀已久的精神底蕴

得知陈君飞里约再次夺金后， 陈武友这
样评价女儿：霸得蛮！

一个“蛮”字，说的是运动员在竞技场上
坚持不放弃的精神，更体现了麻阳人爱运动、
不服输。

群体性的传统体育竞技运动在麻阳这片
土地上延续了千百年， 作为麻阳人最受欢迎
的民间体育项目，“扒龙船” 是融入骨血里的
拼搏与奋斗。

无论清晨傍晚， 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武
术和太极拳练习者的身影。目前，全县习练武

术和太极拳人员达3万多人，在国际、国内赛
事上屡获佳绩。

在麻阳岩门镇，104岁的李子林老人每天
坚持练苗家拳，一招一式颇见功底。对于麻阳
人而言，生命在于运动，永不停步，才见“九十
平常事，百岁不稀奇”。正是这代代坚持下来
的“蛮”，成就了“中国长寿之乡”。

“从某种程度上说，残疾人竞技体育与正
常人竞技体育相比,更能体现更高、更快、更强
的奥林匹克运动宗旨,充分展示了人们超越自
我、超越极限的毅力和能力。”麻阳民族宗教
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蒋光山说。

近5年来， 麻阳的残疾人运动项目增多，
有田径、游泳、乒乓球、脑瘫足球等，而田径和
游泳作为竞技类强项在全省、 全国乃至世界
级赛事上多次取得优异成绩。

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周霞因车祸和病患致残， 但她喜欢跑跑
跳跳，家人送她上了业余体校。县残联工作人
员发现这一好苗子后，积极推荐到省里培养。
2015年， 她在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女子
田径比赛中获得2枚金牌。 如今，17岁的她已
成长为残奥会冠军。

“我们已经往省里输送了12名优秀运动
员，现有4名运动员在省队集训。省残联把麻
阳定为运动人才重点储备基地。”县残联理事
长周宗鑫介绍，该县努力创造条件，满足残疾
人参与康复体育、健身体育、竞技体育需求。

目前，县级发现、市级选送、省级培养、国家提
高的4级联动的残疾人培养体系已建立。

要推荐也要有保障。每次赛事后，该县均
下文表彰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 并逐年提高
奖励标准，并将保障措施落在实处。

游泳项目聋哑运动员杨玉华， 由于在全
省残运会上多次获得第1名，成绩突出，退役
后通过县残联推荐，2000年解决财政编制进
入县环卫所工作。 重度肢体残疾人运动员胡
涛，2014年退役后，他自主创业成立了“农村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在贴息贷款等方面得到
县残联创业扶持。

据了解，该县已帮助3名运动员解决财政
编制，帮助4名运动员到企业工作，2名残疾人
运动员得到县残联创业扶持。

陈君飞、 周霞残奥会夺冠的消息通过新
闻媒体和微信公众号广为传播， 被家乡的男
女老少称道赞誉。 残奥健儿的佳绩让该县更
多的残疾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麻阳农民谭子碧谈起麻阳籍残奥健儿在
里约收获的优异成绩， 兴奋地说：“我也要孩
子参加体育锻炼实现自强自立。”

今年以来， 全县已累计进行各种助残志
愿者活动3000余次， 受到关怀帮助的残疾人
达7800余人。

里约残奥会上，苗乡麻阳籍运动员夺得4金1银，金牌数占全省的一半，三破世界纪录———

苗乡飞出残奥冠军

9月18日，长沙市梅溪湖，机
动车从中国结步行桥下穿过。日
前，该桥全面建成。该桥共设有3
条步行道、5个节点，全长183.95
米， 由荷兰NEXT建筑事务所和
中国设计师联手设计，创作灵感
源于经典的魔比斯环和古老民
间艺术中国结，被美国CNN评选
为十大“世界最性感建筑”之一。
步行桥于2014年6月开工， 本周
进行预验收后，将对市民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梅溪湖中国结
步行桥全面建成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王蓉 邱亚平

名片
张友，1983年出生，宁远县天堂镇老屋

场村人 ，28岁从湖南科技学院毕业 。2013
年，他在宁远县创办为上班族、社区居民、
企事业单位食堂和酒店等送配菜上门的
创业团队。

故事
9月18日凌晨2时30分， 月朗星稀。张

友开着小货车出门。 他对一脸睡眼惺忪的
记者说：“去晚了，买不到好的蔬菜了。”

聊起创业的经历， 张友说：“绕了一个
弯。”2002年，张友高中毕业，满怀希望到
广东东莞打工，因为没有技术，3年过去没
半点节余。

“开个小饭馆应该稳赚。”张友后在宁
远县开了一家饭店, 一年下来亏损3万多
元。“屡屡碰壁， 才意识到创业不能只凭一
腔热情蛮干。”2008年，张友复读，考入湖
南科技学院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011
年毕业， 他在广东佛山市一家餐饮配菜公
司做销售员。 这家公司专门按照客户的要
求配制菜品， 送货上门。 他另还开了家网

店,两项收入加起来每月1万多元。
聊着聊着，到了城北的蔬菜批发市场。

张友熟练地挑着辣椒、葱蒜等。把蔬菜运回
门店， 已经4时。 他又马不停蹄赶往屠宰
场、活禽市场。再回到门店已经6时多，大家
已经在清洗蔬菜和配料。等洗菜、切好肉食
后，再按比例分装、打包。记者发现，张友门
店对面是一个农贸市场。 张友说：“食材不
够时，就到农贸市场购买。但价格贵点。”

2013年8月， 张友回乡发展送配菜上
门的团队。 他建好了专门的网站和手机
APP，方便顾客下订单。承诺半小时内送配
菜上门。 张友团队的许永胜回忆：“可这是
件新鲜事，第一个月零订单。”当时，不少人
劝张友：趁着亏损不大，赶快收手；这真还
不如打工呢。 张友却很坚定：“既然选择创
业，就要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张友带领
大家到小区、机关、医院、学校、企业食堂和
酒店推销，还提供免费体验。终于，打开了
市场。

当天9时， 记者跟随配送员袁龙送第
一单配菜。这个时候，主要送企事业单位食
堂和酒店。接下来，送社区居民。临近12
时，送上班族的订单。

清点、收货，该县陈厨老味酒店老板陈
秋妍很满意， 她对记者说：“配菜价格和我
们自己买差不多， 还可以少请一名杂工和
配菜师，每月节省开支5000多元。”

12时05分，该县某单位干部李春梅接
过配菜，告诉记者：“回去就可以做菜，节省
时间，食材新鲜又可口。”

傍晚7时，一天的工作结束。张友却仍
在电脑前忙碌， 他对每天的销售情况和第
二天的订单进行汇总、分析，计算第二天食
材的购买量， 避免浪费。 他把这些都理清
了，才能安心上床休息。他深有感触地对记
者说：“创业要有知识积累，还要坚持，更要
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创业路上，张友感触良多———

不怕苦，不蛮干

通讯员 黄俊北 邹辉 梁艳 张亚珍

“谢谢你们来看我们，我们一定会好好珍
惜这辈子的缘分，珍惜亲情。”今年中秋节前，
被拐骗20年的黄云祝终于回到家乡与家人团
聚。9月16日， 面对前来看望她的蓝山县妇联
工作人员，黄云祝满脸幸福地说。

黄云祝是蓝山县土市镇汪田村人， 出生
于1985年12月。她年幼时，家中虽然贫寒，但
姊妹众多，一家人也其乐融融。

简单快乐的童年生活， 定格在1996年的
那个秋天。

那一年，年仅10岁多的黄云祝，被从郴州
市嘉禾来的外乡人以打零工为由头， 拐骗至
深圳乞讨。

1996年底， 机智的她趁人不备， 逃了出
来。但由于身无分文，加上记不得自己是哪里
的人，就在街上流浪。

流浪时， 她遇上了在深圳的一位江西籍
的妇人。妇人见她可怜，就收养了她，一起过
上了颠沛流离的拾荒生活。1999年后，她一直
在广东、江西、福建等地打工，维持生活。

2005年，她随养母回到江西，并在养母的
介绍下， 嫁给了同在广东打工的一位江西男
子。但是，“寻找自己的亲人”这个念头，一直
徘徊在黄云祝的脑海中没有断过。

黄云祝被拐后， 她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
过对她的寻找，20年间却一直杳无音信。

2015年， 黄云祝的姐姐黄金祝在宝贝回
家网登记了寻亲信息。 也许是亲人间的心有
灵犀，2016年6月， 黄云祝无意中也在该网站
上登记了寻亲信息。

资料匹配后，通过采血，好消息传来：黄
云祝与之前黄父记录的DNA对比成功！ 走散
多年的亲人终于可以团聚！

在志愿者和警方的帮助下，8月14日，黄

云祝终于回到了已经离开了20年的家中。而
这一别， 她却连自己亲生母亲的最后一面也
没有见到，只能来到坟前祭拜以表思念之情。

姐姐黄金祝告诉记者：“妈妈这辈子都很
想妹妹，一直在念，整日闷闷不乐，终于郁郁
而终，连妹妹最后一面也没看到。我想我就更
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妹妹！在大家的帮助
下，今年中秋节终于让我们一家团聚了！”。

回到儿时生活过的地方后， 街景映入眼
帘， 黄云祝回忆起了自己住过的老房子和儿
时嬉闹过的小水沟，心里五味杂瓶顿时打翻。
她对记者说：“我们家门口这地方我印象特别
深，虽然不知道地名叫什么了，但是晚上我经
常会做梦，梦见我家房子就在这附近”。

据警方调查， 当年对黄云祝实施拐骗的
当事人已经过世，无法追究法律责任。但被拐
20年后，能与家人重逢，是难能可贵的。黄家
的漫漫寻亲路，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对于今后的生活打算，已经在江西结婚并育
有两个孩子的黄云祝表示：“不会回到老家生活，
但是会经常回家看望亲人，照顾年迈的父亲。”

骨肉分离二十载 今年中秋终团聚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孟春绒

9月17日上午， 湖南第一个世界文化遗
产地———永顺县老司城里，热闹非凡。来自
上海的几家客人，专门利用中秋节的假期，提
前自驾来到这里过节……喝拦门酒、跳摆手
舞、欣赏打溜子、看哭嫁表演，一个个民族民
俗文化表演，让大家过足了瘾；几位女士，分
别扮了一回土家新娘后，更是意犹未尽……

申遗成功后,�老司城人的日子更幸福了!

“男一号”是非遗传承人

在老司城村，只要说起魏明富，男女
老少都会竖起大拇指。 魏明富今年39岁，
帅气的他被公认为老司城村“男一号”。

2012年，随着老司城遗址申遗步伐的
加快， 在外打工的魏明富夫妻回到老司
城， 在周家湾自家门口卖起了米豆腐，日
子过得平淡如水。

2013年8月， 村里利用晚饭后的时间
办起了民族文化培训班，有音乐特长的魏
明富与30多个村民在老师的指导下，跳起
了摆手舞、毛古斯舞，吹木叶……

2015年, 魏明富被列为州级毛古斯舞
传承人，摆手舞、打溜子、拦门酒、吹木叶、
唱山歌、祭祖、升龙凤旗等,他样样精通。

保安也是讲解员

“老司城是个宝， 不听讲解很难弄
懂。” 这是土家族保安人员向世芹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

今年59岁的保安向世芹，如果不是身

穿安保人员工作服， 客人一定会误认为他
是一名讲解员。

“小姑娘，那块石头不能踩，那里沉睡
的是一段历史。”在紫荆山墓地，几个年轻
的姑娘走出游道，踩在墓地前的石头上，向
世芹赶紧上前制止。

得知几位姑娘大老远从山东慕名前
来，因为对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不够，看不懂
土司遗址而有些失望时， 向世芹耐心地向
她们讲解起了遗址功能区的划分、历史沿
革以及那一个个传奇故事。很多游客留了
他的电话，预约下次请他当讲解员。

老婆婆笑声朗

老司城左街的一栋吊角楼前，挂着一
块小招牌———“老婆婆小卖部”。土家族老
婆婆名叫朱长香，今年75岁，儿女都在城
里生活，她却愿意守着这栋比她年龄大很
多的老房子。

坐在她家门口的院坝里，头顶的枝头
上，挂满了柚子；房前屋后的桃、梨、柑橘
等果树，达数十棵。

“家里的这些水果， 经常是游客自己
摘； 小货柜里的东西， 一天也能卖百把块
钱。现在老了，挣钱反而比年轻时候容易得
多。”谈笑中，老婆婆眉宇间露出幸福感。

每到周末，在城里上班的子女便会回
到家中，帮老人管理果树、添置百货。游客
多的时候，做几桶米豆腐，炒几桌家常菜，
农家乐办得红红火火。

“我的生活不用儿女负担，还可以存点
钱下来， 等孙子结婚的时候给孙媳妇一个
大红包！”老人的笑声，在老司城荡漾开来。

老司城里的3位“名人”

张友 图/傅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