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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荧

10 月 16 日，记者走进钱莉艾康堂，一
股特别的味道扑鼻而来。“这是艾条燃烧
的香气。 ” 钱莉艾康堂创始人钱政良解释
道。 8 年时间，他专注于一件事情———艾灸
养生。

艾灸养生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钱政良
说， 艾灸是以艾绒为主要原料制成艾柱或
艾条， 点然后熏熨或温灼体表穴位或患病
部位，借住药物温热的刺激，通过经络的传
导，起到温通气血、扶正祛邪的作用，从而
达到保健养生、防病治病的目的。

钱政良学的是机械设计专业， 大学毕
业后开了一家网络工作室，收入也还不错。
究竟是什么机缘巧合让他走上了艾灸养生
这条创业路呢？ 对于记者抛出的问题，钱政
良害羞地笑了笑，说：“这个故事很长，得从
我小时候说起。 ”

钱政良从小就体弱多病， 父母带着他
看了很多医生也无济于事， 直到遇到了一
位老中医， 用艾灸的方法才让钱政良腰痛
的毛病得到了改善。 开网络工作室期间，由

于经常熬夜，他的身体又变差了，在父母的
反对下，他不得不关掉工作室。 钱政良的姐
姐钱莉在北京做中医养生已有 2 年， 建议
他继续用艾条来调理身体。 虽然钱政良儿
时受益于艾灸， 但他对艾灸仍然持怀疑态
度，“难道烟熏就可以治病？ ”不过，在他亲
身体验了一把后，认为“艾灸确实有神奇的
疗效”。

2010 年 3 月，钱政良只身来到北京，在
姐姐的安排下，他师从禅灸创始人王雅。 半
路出家的钱政良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
力，一有时间，他就拿起书本学习，一边走
路一边熟记人体穴位和经络，他相信“不怕
学不会，就怕不用心”。

学成后的第一次接诊对钱政良触动
很大。 那是一位 40 多岁的男性，胃胀气 3
个月了，去了几家医院治疗也不见有明显
好转。 通过看诊，钱政良给他安排了健脾
和胃的项目。 在治疗结束后的 10 分钟里，
那位男性胃胀的症状有了缓解，脸上露出
一副轻松的神情。 第二天，那位男性找到
钱政良，紧紧握着他的手连道感谢：“我胃
胀气近 3 个月了，你昨天一次就解决了我

的困扰，太神奇了。 ”钱政良说起那时的心
情，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一种灵魂深处
的成就感，让我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
义的事情。 ”在北京 1 年多的时间里，钱政
良接诊的病人就有 500 人次。

怀着“弘扬国医、传艾大众”的使命感，
钱政良回到了家乡怀化， 开始了他的创业
之路。 2010年 12月，怀化市一家居民楼里，
家庭式的艾灸养生馆开业了， 他通过网络
平台、买艾灸器具送艾灸调理的推广方式，
吸引并成功积累了第一批客户资源。 为了
更好地传播艾灸养生，从 2012 年起，钱政
良通过众筹在怀化和长沙相继开了好几家
门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钱政良是老板， 但他首先是一名理疗
师。 8 年时间， 接受他治疗的就达 1 万人
次。 在他的养生馆里，艾叶精油皂、艾叶牙
膏、艾叶枕头等 20 多种理疗用品整齐地摆
放在展台上。“随着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增
大，熬夜失眠、饮食不规律等亚健康成为很
多人的困扰， 我希望通过艾灸解决人们的
病痛，让更多的人收获健康和平安。 ”钱政
良说。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艾志飞 何琪

10 月 16 日，永州市教育局、永州市扶贫
办在新田县枧头镇十字中学联合开展了“教
育扶贫圆梦入学暨结对走访送温暖献爱心活
动” 启动仪式， 现场为枧头镇十字中学的 59
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发放资助金共计 29500
元，为贫困学子的求学注入一股力量。

贫穷是农村孩子的软肋。 近年来，永州结
合实际情况，创新扶贫模式，通过建设美丽校
园、完善资助体系、扶持学生学一技之长带动
全家脱贫等举措，为贫困家庭孩子的求学之路
扫清障碍。

孩子们能就近入学， 在家门口享受优质
教育是所有家长的共同愿景。 2017年 8月 15
日， 湖南省教育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在江华
瑶族自治县举行，永州市人民政府在会上公布

了一组温暖又厚重的数据：2008 年以来，永州
市投入近 20 亿元， 建成义务教育合格学校
773 所， 总投入占全省五分之一；2017 年，投
入 39 亿元，新建 71 所学校，新增学位 5.6 万
个……在教育脱贫攻坚战中， 永州市教育扶
贫工程几年如一日， 致力于改善贫困学子的
求学环境。 江华瑶族自治县全面改薄经验在
教育部网站展播。

为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100%毕业、不
出现辍学的情况， 永州各区县通过减免学费
等一系列政策，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安心读书。

蒋博轩是双牌县泷泊镇第一完全小学二
年级的学生， 家里贫穷， 母亲很早离家出走
了，父亲常年在外打工。 如今，蒋博轩不仅上
学不要交钱，双牌县委、县政府还普及惠民政
策，给蒋博轩发放 1000 元的生活补助。 爷爷
蒋启荣说：“现在的教育政策好， 为我们家减
轻了好多负担。 ”

为了确保资助的公平公正， 永州市于
2016年 5月 20日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信息平台，将该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低保、单亲家庭、残疾人子女和残疾学生、
孤儿等共 18.89 万名学生信息录入信息库。
2016 年度永州市贫困家庭学生获资助 21.6
万人次，资助总额 2.08亿元。

永州市教育局局长张建坤介绍， 学校给
每位家长及学生发放了教育扶贫惠民及减负
政策明白卡， 使各项教育扶贫惠民及减负政
策家喻户晓。 学校设立教育惠民信息自助查
询平台，零距离实时服务学生和家长，全面接
受社会监督。 大刀阔斧整治违规征订教辅材
料及乱收费行为， 全市教辅材料征订总额裁
减三分之二。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永州市大力发
挥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功能， 充分
保证初中毕业未进入普通高中的贫困学生

100%就读职业学校，保证普通高中毕业未进
入大学的贫困学生 100%免费接受职业技能
培训。 职业学校实行订单培养、定向就业，永
州市建立校企合作基地 137 个， 校企合作共
建专业 29 个， 开设中职学生订单班 256 个，
培养 13083 人，实现“入校如入厂，毕业即就
业”。仅永州市工商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近 3 年
就培养技能人才 5000 余人，就业率 100%，对
口就业率达 89.5%，带动 5000 余个家庭脱贫
致富。

现在， 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享受到了优
质教育资源， 许多家长从照顾孩子的负担中
解脱出来，开始经商或进城务工。 农村孩子也
走出山区，眼界更加开阔，生活更加多彩。

本报记者 刘芬
通讯员 袁愈雄 谭和平

19 年间， 从一名普通的一
线教师到娄底市第一中学附属
实验学校副校长，尹志淑最喜欢
的还是课堂，只要有时间她就会
到教室后面听课、评课，“我始终
认为深入课堂，跟老师、学生在
一起是最幸福的事”。

说起选择当老师的初心，
缘于初中时发生的一件事。 当
时的尹志淑如男孩子一般疯
野、叛逆，有一次因被一位任课
老师批评而出走。 她的班主任
是一位刚大学毕业的老师，费
尽心思才找到尹志淑， 等待她
的没有责骂，而是拥抱、安慰和
开导。 也正是这样，她在心中开
始想象自己当老师的模样。

1998 年， 大学毕业的尹志
淑如愿进入娄底市第一中学成
为一名数学教师， 其间她先后担任了班主任、
年级主任、教导主任，参加省级竞赛、市级教学
比武、大小公开课，主编出版《娄底市初中毕业
学业考试指南》等数学书籍，虽然忙，但是她从
未耽误过一节课，从未少批阅一本作业。

10 月 15 日， 在长沙市雨花区非遗文化真馨香堂
中华香道体验中心内，来自长沙雅礼实验中学 1604 班
的学生们与家长一道，学习香道文化，争当文化传承志
愿者。

活动现场，在专业香道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根
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香种，按比例调和香粉，再沉下心
来打香篆。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们全神贯注，不时
向老师请教制香要点， 在一缕清香中享受成功的喜
悦。 通过香道老师对香道礼仪的介绍，学生们还了解
到，香在古代是一种迎宾待客的礼仪文化，其中蕴含
着习礼、明孝、知爱、感恩、立志的做人道理，值得后人
传承。

张爽/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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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小伙专注艾灸养生

传承香道文化

永州创新扶贫模式让贫困学子安心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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