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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战至当日14 时许，宋汉武营长

胸部中弹倒地，壮烈殉国，临终前仍
嘱托副营长继续指挥部队杀敌。自
此，宋汉武长眠衢州大地。1991年，国
家民政部追认宋汉武为革命烈士。

一程温暖的回家路

为进一步考证核实宋汉武烈士的
牺牲地和埋葬地，衢州日报报业传媒
集团邀请当地文史专家进行考证，衢
州市文史界老、中、青三代学者纷纷提
供史料，得以还原出宋汉武烈士牺牲
的细节，并确定了他牺牲在“新开门”；
为方便宋汉武烈士后人取土，浙江省

级工艺美术大师徐文奎专程送来了一
件精美的衢州莹白瓷作品；邵阳市关
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赶赴宋汉武家
乡村落查询家谱等资料，进一步详细
考证烈士生平。

3 月 24 日，邵阳市关爱抗战老
兵志愿者陪同宋汉武孙女宋晓风一
家人抵达浙江省衢州市，在当地志
愿者和文史专家的指引下，宋晓风
一家来到宋汉武牺牲遗址附近取
土，并带走遗址城墙下的一块青砖。
3 月 25 日，衢州市各界人士代表在
市革命烈士陵园举行了“清明祭·送
英烈回家”主题纪念活动，敬献鲜花
目送英烈回家。

在邵阳各地的志愿者和杨柳村
村民的帮助下，宋汉武烈士纪念碑终
于在清明节前落地建成。4月4日上
午，宋汉武的孙女婿李邦云和侄孙宋
伟国两人将装有烈士牺牲地遗址的黄
土和青砖埋葬在新建的墓碑旁，宋汉
武的墓碑修建在其父亲宋昌仁的墓碑
旁，长眠衢州大地76年的宋汉武此次
终于落叶归根。

“正因为有两地群众的热心帮
助，我的爷爷才能顺利回归故土。我
们将继承爷爷的抗战精神，过好人
生，干好事业，铭记爷爷，报答恩
情！”宋汉武孙女宋志军在向现场来
宾致谢时，话语几度哽咽……

陈贻贵 林承海 杨 坚

肖剑锋是来自新宁县回龙寺镇
村田村的一名农民企业家，他助人为
乐，无私奉献，扶贫帮困，数十年来为
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并通过发展特色
产业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3 月 30
日，2018年“湖南好人”3月榜单揭晓，
肖剑锋入选“助人为乐·湖南好人”。

南下苦拼，打工致富乐助人

肖剑锋从小就是个热心肠，十
岁时他就勇救了落水同学。一个严
冬的早上，走在上学路上的肖剑锋
发现同学蒋斌从结冰的桥上掉到了
小河里。听到呼救声后，他急忙冲上
去，丢掉书包跳到冰冷的小河里，一
手抓着河岸上的小树，一手奋力将
蒋斌拉上岸。事后，蒋斌父母感激万
分，学校特发奖状表扬肖剑锋为“舍
己救人小英雄”。从此，雷锋精神在
肖剑锋心里生了根。

后来，为了改变家里的贫穷生
活，肖剑锋同妻子肖和青南下广东
务工。他贷款考了驾驶证，在深圳开
公交车，妻子从流水线工人干起，起
早贪黑。有了些储蓄后，2001 年，肖
剑锋夫妻开始做五金生意。通过十
年的辛苦打拼，他们慢慢积累了一
些财富，用打工赚来的所有积蓄开
始新的创业。肖剑锋创办的东莞市
裕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现有百余名员工，年产值
高达8000多万元。

在艰苦创业期间，尽管自己资
金并不宽裕，但肖剑锋一直热心公
益事业，经常慷慨解囊。回龙寺镇塘
尾头村困难学生王森林考上长沙医
学院无钱上学，肖剑锋闻讯后，主动
提出每年捐资5000元助学，五年共
计捐助2.5万元。肖剑锋为四川汶川
地震灾区、崀山申世遗、回龙寺大桥
建设捐资，并先后为省内外相识或
不相识的人捐助20多人次，捐款总
额达20余万元。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肖剑锋
的二女儿肖霞从7岁开始，就尽心照
顾村里一位并无血缘关系的远征军
肖盛林的遗孀蒋冬姣，肖霞亲切地
称呼蒋冬姣为“外婆”。无论上学、当
兵，肖霞 16 年如一日，一直照顾老
人，每逢节假日都要回来看望她，直
到老人3年前过世。

情系家乡，带领乡亲种植

油茶致富
在东莞的事业走上正轨后，肖

剑锋夫妇的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
然而，每次回到老家，夫妻俩没有衣
锦还乡的荣耀，心一直揪着。

肖剑锋发现，乡亲们的生活还
十分困苦，很多乡亲为了生计，不得
不舍下老人和小孩选择外出务工。
看到这个现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决心回乡创业、改变家乡贫困落后
的面貌。2015年6月，他和妻子回到
新宁老家，租下了村里近千亩荒山，
种植油茶带领村民一起脱贫致富。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夫妻俩雇人
开垦了1200多亩荒山，栽上油茶树幼
苗，还种了50多亩脐橙、葡萄、金钱橘、
猕猴桃等，新建了综合养殖场。2017
年，养殖梅花鹿26头、山羊40只、生猪
50头，开发鱼塘6亩，并挂牌成立了“裕
锋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随着油茶基地的建成和公司的
成立，一些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也正
在发生改变。肖祥顺是增桥村村民，
年过花甲的他还带着有智力障碍的
儿子在外打工。得知家乡在建设油茶
基地，肖祥顺一家来到这里从事护理
油茶树幼苗的工作。如今，三个人的
月收入加起来有6000多元。

油茶基地自建设以来，让当地
剩余劳动力50人就业，带动了当地
农户种植油茶近200亩，增加了当地
农户收入，拓宽了脱贫致富路子。

“带领村民种油茶，发展特色产业，
一定能让更多村民改变自己贫困的
生活状态，走上脱贫致富之路。”肖
剑锋自信地说。

农民企业家肖剑锋热心公益反哺家乡，入选“助人为乐·湖南好人”

不忘创业“初心”带领乡亲致富

记者 陈 星

本报讯 3 月 30 日下
午，邵阳学院医学院团总支
社会实践部在邵阳社会福
利院开展关爱老人活动，让
学生担当起社会责任的同
时，也不忘孝心与爱心，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活动中，学生们先后为
老人们表演唱军歌，跳爵士

舞、民族舞等才艺节目。
杨老先生说，这一天他

过得非常开心，很喜欢这些
年轻人的活力与热情。节
目过后，学生和老人们交
谈，一起合影留念。

活动结束后，17级医学
院团总支社会实践部干事
李德伟感慨道：“百善孝为
先，爱老敬老，从我做起，让
我们与爱同行，传递温暖。”

关爱老人 爱在福利院

4月2日，新邵县首家志愿者服务站在邵阳高铁北站
启用。志愿者为旅客、返乡人群提供免费电话、免费充
电、免费换零、免费咨询、免费维修工具、免费饮水、免费
药箱等公益性服务项目，服务站启动当天即为旅客服务
500余人次。 杨敏华 隆清泉 周明星 摄影报道

4月4日下午，

邵阳虎九、黄金井、

奇山、崀峰等茶厂

的制茶师和知行等

茶艺培训学校的茶

艺师，集体亮相市

区城北路的洞口茶

行，炒茶、泡茶、谈

茶，集体宣传邵阳

本土茶，让市民“零

距离”接触邵阳茶

文化，并免费品鉴

邵阳名茶。

欧阳德珍 摄

罗 俊 阳 琼 谭玉华

本报讯 “你这么关心
我，谢谢你。”3 月 25 日，隆
回县六都寨镇金龙温冲村
10组村民欧阳初荣拉着长
沙小伙闫湘晋的手说。

当天，这位来自湖南省
第二测绘院的长沙小伙闫
湘晋在游玩魏源湖后，来到
金龙温冲村综合服务中心，
找到村支书郭海东，说出自
己想在村里找一贫困户结
对帮扶的想法。在村干部的
带领下，闫湘晋来到贫困户
欧阳初荣家，送上两桶食用
油和500元现金。

欧阳初荣是村里的建
档贫困户，家庭条件不好。今
年2月，其妻子因为一场突
如其来的大病，让原本困难
的家庭雪上加霜。在欧阳初
荣家中，闫湘晋详细询问他
家的生产生活情况，鼓励他
坚定信心，战胜困难，将来一
定会过上好日子。“我们就算
结成亲戚了，今后我会继续
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你。”
闫湘晋对欧阳初荣说。

“长沙小伙闫湘晋是一
位普通职工，工资也不高，但
他心地善良，这次来我们这
边旅游，还不忘帮助乡亲，为
他点赞。”村支书郭海东说。

游客帮扶贫困户

伍 洁 陶长春

本报讯 4 月 2 日，双
清区爱莲街道组织安监站、
综治办、村（社区）干部 50
余人来到爱莲池社区和云
水村，把文明祭祀倡议书送
至每家每户，营造“文明祭
祀，平安清明”的良好氛围。

爱莲街道结合蓝天保
卫战工作，组织干部利用下
村入户走访的时机，把《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和燃烧纸
钱祭拜》的告知书送到每家
每户，并向广大群众开展森
林防火宣传教育，讲解户外
安全用火及发生森林火灾
时如何自救等知识，通过发

放文明祭祀倡议书，倡导广
大群众不搞封建迷信活动，
不违规用火，不在山头、林
地、墓地烧纸焚香、燃放鞭
炮，杜绝火灾隐患的发生。

清明将至，该街道安监
站出动执法人员 20 余人，
重点对辖区内人流密集的
农贸市场、小杂货店进行全
面清查，查获2家非法销售
烟花爆竹商铺，收缴鞭炮
30 余封并进行集中销毁。
同时，安监站强化应急值班
值守工作，严格执行 24 小
时值班制度，组织4个应急
小分队在云水公墓和爱莲
广场加强巡查，确保辖区清
明期间的安全稳定。

多措并举

打造文明祭祀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