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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志坚 曹辉
通讯员 张子清

“命运既然这么安排，我就要微笑面
对。就像俗话说的，困难像弹簧，你弱它
就强。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也要
坚强地活下去……”

11月4日下午， 在湘潭大学举行的
“学雷锋·树新风 怀孝心·践孝行”湖南
省首届大学生孝文化节高校宣讲会上，
身患尿毒症的胡志鹏以 《微笑面对起伏
人生》为题，向观众作了一场感人肺腑的
励志演讲。

朴素的话语，坚定的信念，令全场观
众无不动容，有的屏气凝神，有的悄声抹
泪。不到10分钟的演讲，数次被热烈的掌
声打断……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胡志鹏，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2009级

工商管理班学生， 家住衡东县杨林镇双
丫港村。

志鹏家本来6口人，奶奶、爸爸、妈妈
和两个姐姐。 一家人的生计靠几亩薄田
和畜养牲口来维持。

这是一个苦难的家庭。前些年两个姐
姐因病相继去世。年近八旬的奶奶双目失
明，双耳失聪，常年卧病在床。母亲患腰椎
病， 视力微弱。 今年3月， 家中的顶梁
柱———志鹏的父亲， 被诊断为肺癌晚期，
医生给出结论———“没有治愈希望了”。

志鹏是2011年3月被确诊为尿毒症
晚期的。为了治病，只得休学接受治疗。
然而要想彻底治愈此病，必须换肾。换肾
之前，必须做透析，每周两次，每次要500
多元。整个治疗费保守估计需要60万元。

60万元，对于胡志鹏的家庭来说，无
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面对苦难，胡志鹏选择了坚强。
为了不给家人添负担， 每到做透析

的那一天，志鹏清早就从家出发，拖着虚
弱的身躯坚持走3里山路 , 来到镇上，再
坐2小时的公交车，到县中医院，透析4小
时,再走回家。

道路崎岖，尘土飞扬。志鹏说：“去县
城有两条路，一条老路，一条高速。我只
走老路，因为便宜2块钱，一个月就能省
30多块呢。”为了这个家，志鹏处处节省。

“志鹏是严重的尿毒症患者 ,按现在
的状况, 他每周应接受15个小时的血透 ,
可是他只是每周来2次 ,每次4小时。远远
不够，很危险。”做透析的单医师不无担
心地说。

然而多舛的命运并没有让志鹏屈

服，反而磨砺了他坚韧的意志，催生了他
乐观的性情。

在志鹏的房间里 ,挂着一本老挂历。
挂 历 封 面 亮 堂 堂 7个 大 字 : “ 光 明 在
前———毛泽东”。

今年10月，志鹏父亲去世。目睹亲人
的过世，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胡志鹏对生
命有了更深的理解 ：“姐姐和爸爸都走
了，不能再让妈妈失去我，我要撑起这个
家！生命很可贵。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笑是为了孝敬爸妈”
“志鹏是个坚强的孩子，更是一位孝

顺的儿子。”村里人对志鹏带病照看家人
之事赞叹不已。

胡志鹏每次做完透析回家后 , 都会
尽己所能帮妈妈做些家务。喂鸡、扫地、
煮饭、洗碗、挑水，志鹏都抢着干。因为挑
不动,水桶只能盛一半水。

“妈妈腰椎有病,但还要下田干农活,
上山砍柴，很辛苦。帮妈妈做些家务，减
轻她的压力， 这是应该的， 我心里也舒
坦。”志鹏说。

自从父亲病重后， 志鹏还用羸弱的
肩膀扛起了照顾病危父亲的重担。

每个月， 他都要去省城替父亲买一
次药。志鹏选择坐火车。4点起床，摸黑走

到镇上，坐公共汽车
去县城 ， 搭6点多的
火车，没座位便站上
2个小时到长沙 ，直
奔湘雅医院 。 “时间

太紧了，我几乎是小跑，生怕错过12点40
分返回的火车 ， 否则坐汽车又得多花
钱。”

今年8月，父亲全身浮肿，不能出屋。
志鹏搬来凳子，陪他晒太阳，还搀着他，围
着房前屋后转，把父亲对家的规划与愿望
记在了心里。10月初，父亲下不了床，志鹏
给他穿衣，洗脸，端饭，守在床边，给爸爸
讲笑话。

“笑是为了孝敬爸妈，为的是抚慰父母
心灵上的痛楚。 我是他们生活下去的惟一
希望。我要坚强，脸挂笑容，希望他们精神
上轻松一点。 这也是做儿子的惟一能尽的
孝心了。”志鹏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行孝。

“百善孝为先 ”。志鹏的孝行不仅受
到了村里人的普遍赞誉， 也感动了湘大
师生。宣讲会上，志鹏被学校授予“湘潭
大学孝行楷模人物”。

志鹏还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志愿者。
进入湘大不久，志鹏就加入了志愿者

协会，积极参与爱心义务支教活动。 “志
鹏在班上年龄最大，很懂事，学习刻苦。他
总是以大哥哥的口吻提醒我们 ‘90后’,要
孝顺父母,好好学习。他还是优秀志愿者,
帮图书馆整理图书,迎接新生、义务支教都
积极参与。 他现在病了, 同学们都很想念
他。”胡志鹏的同学黄勇动情地说。

“爱让我更加坚强”
在得知志鹏患病后， 湘大师生及时

伸出援助之手，组织开展募捐15万余元，
为志鹏提供了第一笔“救命钱”。

今年3月以来，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
了志鹏的事迹，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一份份爱心与祝福纷至沓来———

湖南省志愿服务基金会应急资金3
万元、湘潭大学2万元、志鹏所在班级与
孝行协会校园募捐1.4万余元、国防大学
89岁退休干部张雨亭5000元、 其他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14万余元，共计21万余元。
湘大校友李林森捐赠10万元， 并承诺负
责志鹏肾移植手术的所有费用……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在慰问信
中写道：“胡志鹏同学：你好！你的故事牵
动着社会各界人士的心。在你身上体现的
坚韧品质、 坚强人格以及对生命的敬畏，
值得当代大学生学习，应该在社会上大力
提倡……祝愿你早日重返青春校园。”

“志鹏的生命因坚强而绽放，愿爱与
梦想成为他前行的力量。”青年作词家彭
亮用歌声鼓励志鹏， 与国家二级作曲家
江晖义务创作了《爱是一家人》和《我们
的梦没有终点》两首歌曲。

“一朵花儿不起眼，也可以绽放自己
的春天，请你试着再勇敢一点，向命运露
出真诚笑脸……”

央视《星光大道》月冠军张映龙、北
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青年歌唱演员
谢佳卿，冒雨亲赴志鹏老家，倾情演唱了
这两首歌曲。

“当我妈妈被查出乳腺癌时， 我很悲
痛，也很绝望。听了你的报告后，我受到很
大的启发，正像你说的‘生活就是生下来，
活下去！而且还要幸福地活下去！’，我们必
须用坚强，用责任来撑起这个家！”宣讲会
上，一位名叫葛世荣的听众含着热泪，从观
众席径直走到志鹏跟前深深鞠了一躬。

11月5日， 宣讲会结束的第二天，志
鹏离校回老家做透析。一大早，湘潭大学
党委书记肖国安前来送行。

“你没有被病魔吓倒，没有被困难击
垮，反而越挫越勇，越走越坚强。你坚强
自立、乐观自信、孝亲感恩、勇于担当的
精神品质，值得大家学习。希望你好好养
病，早日康复，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临
别之际，肖国安握着志鹏的手，不断勉励
志鹏。

“感谢各位领导、老师、同学的关心，
以及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的关爱， 让我
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这是爱的
力量，让我更加努力地面对生活，更加坚
强地活下去。”

志鹏笑了，像阳光一样灿烂。

生命因坚强而绽放
———记湘潭大学兴湘学院2009级学生胡志鹏

长沙开全省先河

著作权登记
可网上申报补助

本报11月7日讯（通讯员 李颖 王婷 记者 胡宇芬）记者
今天从长沙市知识产权局获悉，长沙市著作权登记补助网上
申报系统已正式开通，开全省先河。

据悉，根据《长沙市知识产权补助实施细则》，凡注册地
在长沙市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户籍地在长沙市的自然人，
其计算机软件、动漫产品和网络游戏领域内的作品、影视作
品以及其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文字、艺
术类作品，在取得国家或我省著作权登记证书1年内，均可通
过长沙市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www.csipo.gov.cn）在网上申
请著作权登记补助。补助费用为作品登记费，按照著作权人
实际缴纳的登记费用一定比例的数额发放。每件作品最高补
助费用不超过500元，同一申报人1年内可获得的著作权登记
补助总额最高可达1万元。

图为志鹏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大学校园。 张怀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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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式集体”
感动益阳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石科圣 莫李丽）
11月6日，长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雷锋式竭诚奉献集
体”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银城益阳举行，当地机关干部职工、
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和中小学生400多人聆听报告。

自1978年建队以来， 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官兵在出色
完成防火灭火、抢险救援等各项任务的同时，34年如一日接
力学雷锋，长期结对资助贫困学生、帮扶驻地困难家庭，积
极参加义务献血、捐款捐物。他们还针对特殊群体创造性开
展消防服务，成立了全国首个消防特殊教育基地，并依托全
区40多个农家书屋建立消防志愿者服务站。

本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奉立群

百岁老奶奶彭玉桂最近有点烦：今年种的红薯减产了！
11月2日，我们一行5人慕名前往新化县奉家镇坪溪村，看望
了这位百岁高龄仍在种地做菜的女“农场主”。

老寿星身着蓝色布衣、头戴灰色帽子，身板笔挺，精神
矍铄。退休在家的三儿子奉校云也快70岁了，说起母亲满脸
骄傲。族谱上说老人生于1912年，到今年农历十月十七整整
100岁！ 奉校云说母亲身体极好， 最近20多年没上过一回医
院。

奉校云说，老母亲总闲不住，一直坚持在地里劳动。老
人现在种了一亩三分山土和两分菜地。 他指着堂屋神龛下
的一大堆红薯和南瓜、辣椒、冬瓜等蔬菜，自豪地说这些全
是母亲的劳动成果。听我们在说南瓜，有些耳背的彭老听出
来了，她说后山还有更大的南瓜，于是带我们到了屋后的菜
园子。果真，我们发现了卧在草丛中的“瓜王”，细心的孙媳
妇特意称了重量 ： 15.5公斤 ！ 老人的菜园子约有两分地 ，
被分成6个小格， 种上了白菜、 萝卜、 莴笋、 红菜、 生姜
和葱蒜。 除新栽的莴笋外， 其他蔬菜长势特好， 都可以采
摘了。

老人种的山地在屋对面， 离家大约500米远 ， 种有红
薯、 玉米和芋头。 她去年收了260多公斤红薯和40多公斤干
玉米粒， 全是她一个人弄出来的。 老人干活太精致， 儿孙
想插手也不让。 此外， 彭老喂了8只兔子5只鸡， 鸡蛋能完
全自给。 去年喂了12只鸡， 自己吃不了， 过年时给3个儿女
各送了两只。

彭老头脑一点儿也不糊涂，她怕拖累儿孙，就选择了在
山里独居，做饭菜、洗衣被、挖地、种菜，将自己的生活打理
得井井有条。今年5月，她在菜园里收魔芋，不小心割破了手
指。老人一点儿也不慌，先用嘴吸掉血污，再将嚼碎的苦菜
敷在伤口上，然后撕下一块衣边包扎停当，直到伤好了才告
诉儿女们。老人80和90岁寿辰，都没有摆酒席，老人通达地
说：“何必为了面子折腾大家呢？”

百岁老人爱种地

衡南“百局帮百村”
解民难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蒋星）作为衡南县今年重头工作之一的“百
局帮百村”活动完美落幕。 11月2日，该县召
开表彰大会， 对45个帮扶先进单位予以表
彰。

今年2月以来，衡南县直机关单位开展
“机关下基层，百局帮百村”活动。先后组织
1000多名机关干部进村入户、实地走访、了
解民情，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各帮扶单
位累计投入254万元，县财政配套投入50万
元， 解决了村计生阵地建设等一批群众最
关心的问题。 县人民医院多方筹资15万余
元，用于驻点村基础设施建设，并为村里已
婚育龄妇女及6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11月 7日

第 201230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95 1000 495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910 160 145600

0 24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780940
0 1817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565
1197
16468

9
23
383

900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9369
155196

397
341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2年11月7日 第201213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2 2910 15 22 25 27 30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