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守儿童李梅教留学生营员手
工编织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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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期间， 在中国银行湖
南省分行财富管理中心特别组织
下，多位海外学子加入“留学生返乡
社会调查夏令营”，前往湘西永顺县
小溪乡探望当地的留守儿童。

中行湖南省分行财富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向当地的幼儿园赠送了特
别挑选的玩具， 在英国留学的彭瀚
还特意把自己准备的一套儿童读物
留给了留守儿童李湘芸， 希望书籍
能给李湘芸带去希望。

活动过程中， 营员们发现当地
一名小学六年级女孩手臂上长有巨
大肿块却无法就医， 经过与女孩母
亲商议， 他们决定在返程途中将小
女孩带往沅陵县人民医院就诊，避
免了小女孩病情的进一步恶化。

参加此次活动的营员们感触良
多。 山里的孩子们从小就要担起家
庭重任，尽管如此，只要有书读、能
和好朋友一起玩耍就是他们心中最

快乐的事。 营员刘婕说：“这些让我懂
得了生活的意义， 也懂得自己要去做
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一次洗涤心灵
的旅行。”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梅芷瑜

中行“留学生返乡夏令营”落幕

NO.1：创业 “这么多钱该花则花，但
不乱花。投资不动产必不可少。”中得双色
球2010134期873万元头奖的小李在兑奖
时说。抱着这种“钱生钱”想法的中奖彩民
有56位之多， 在这145位大奖得主愿望中
排第一名。

NO.2：补贴家用 大奖得主选择使用
奖金对家庭生活的改善，包括教育、养老
资金、还债等。其中，孝敬老人与抚养子女
的意愿基本持平，且在所有家用类别中占
最高比重。

NO.3：购房 “望房兴叹”依旧是当今

普通民众挥之不去的烦恼。几乎所有年龄
偏低的中奖者都将购房作为奖金投资的
首选，而年长些的中奖者也不乏为子女购
房的计划。

NO.4：献爱心 2010年，来自上海与
河南驻马店的两位亿元大奖彩民分别捐
出了1050万元和1032万元。此类捐款行为
在调查的145位中奖者中还有42位。

NO.5： 储蓄 500万元大奖扣除个人
所得税之后收入还有400万元，把这400万
元存入银行， 一年可获得利息13万元。但
仅有10位中奖者表示会这么做。

NO.6： 享乐
本次所统计的145
名大奖得主中，仅
有3人表示有出游
计划。 ■湘福彩

百位大奖得主“用钱计划”：
创业、补贴家用、购房排前三

肖明辉：五十知感恩
小人物大企业

还未待记者走近，肖明辉一眼认出了记
者，从容地上前先打了招呼，他睿智而不失
热情。采访间隙，不时品着花茶，他这份闲适

貌似是与这大热天的氛围相悖，却让人感觉
到他丰富的人生阅历背后的这份淡然。

肖明辉算是老长沙了，15岁来到这个城
市打拼，一晃 30 多年。 在这里，他拥有了安
利事业，拥有了美好的家庭。

肖明辉回忆起小时候，出身农民家庭的
他，打小就会帮着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或劳作。 或许因为童年是在放牛中度过，
没有更多机会与其他同龄人玩耍，小时候的
他不太习惯与别人交流，使得少年时期的肖
明辉一度成为一个腼腆、 不善于交际的孩
子，和别人说话时，他会不经意地躲避别人
的眼神。让人很难想象几十年后他竟然选择
了一份天天要与人打交道的事业，且干得如
此出色。

也许命运的第一次转折就缘于肖明辉
15 岁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也为了寻求生
存发展，来到了长沙谋求工作。 在国家改革
开放的春风下， 经过几年的打拼与奋斗，内
向的他居然开始在下河街做起了饼干批发
生意。就是这样的人生转折让那个曾经腼腆

的孩子干起了天天与人打交道的生意，所以
突破原有的性格，肖明辉必须要改变。 于是
他从坑坑巴巴的交流开始，从交流时微低着
头到正视面前的客人， 由于他的诚恳与老
实， 虽然不擅言谈却也慢慢赢得了一些客
户，闲下时肖明辉也琢磨练习如何与人谈生
意， 也注意观察邻店的前辈是如何应对客
户......
�������就这样，肖明辉来到陌生城市后，通过
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了命运， 不仅容入了
这个大都会， 还在这里建立起自己温馨的
小家庭。

2001 年， 肖明辉在生意上经朋友的介
绍， 认识安利并开始了他第二段人生拼
搏———从事安利事业。

肖明辉说，做安利事业和做食品批发生
意是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那么为何会放弃
批发生意而选择安利， 肖明辉说的很朴实，
就是感觉这份事业有发展空间，还有前辈们
的关心指导， 感受到企业文化的浓厚氛围，
自己不是一个人单干，而是身边有很多朋友

会关心帮助你。
记得那会刚进入安利，老婆不是很理解

甚至有些误解，这让肖明辉非常苦恼。 这时
候， 他的同事们纷纷教他如何和家人沟通，
肖明辉耐心的和妻子交流，最终获得妻子的
支持。 有时候，肖明辉还会遇到销售上的难
题或者产品知识上的欠缺，也是同事们帮他
解决这些问题。

如今的肖明辉在安利的工作已经得心
应手。他说，这一切都离不开大家的帮助。现
在，当他看到有困难的同事时，仿佛就看到
了当年的自己，所以他会毫不保留地分享自
己曾经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他会不遗余力的
帮助别人。 在安利十余载，肖明辉实现了人
生的第二次跨越，也在工作点滴中学会了感
恩。

肖明辉说，他很感激这个城市，也很感
激曾经帮过自己的那些前辈朋友，所以他仍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勤勤恳恳于自己的事
业，勤勤恳恳于自己的家庭。

五十知感恩，肖明辉如是诠释着。

安利（中国）高级营销经理肖明辉

秋天已至，适宜的气温，少雨
的天气，时节把树叶染成了五彩
缤纷的颜色，山野和湖泊变成了
童话的世界，在凉爽的秋风中看
海更加宁静而深邃，整个夏天都
躲在空调房避暑的人们开始按
捺不住出门的欲望了。

去哪里旅游最好？ 带着这个
疑问，我们走访了省内几大旅行
社，得出的结论是今年秋天最热
门的地点是台湾旅游。

如果选择环岛游，那
么整个台湾岛都游览到了，看历
史，有台北故宫、国父纪念馆；看
现代文明，有 101 大厦、高雄爱
河等；看风景民俗，有阿里山、日
月潭、垦丁国家公园、太鲁阁公
园等等。 精彩绝伦，让人流连忘
返。

从两岸开放旅游以来，
台湾旅游是大陆同胞特别是中
老年朋友梦寐以求的心愿。 旅游
价格原来一直居高不下，而今年
去台湾旅游的价格已经没有虚
高的成分了，湖南省中国国际旅
行社 10 月份组织的“爸妈之旅”
中老年人台湾环岛游活动仅收
4880 元。

目前东南亚旅游市场较

乱，广告价格超低，但出团后加
收各种名目的费用，算下来不但
没便宜还影响旅游的心情，特别
是对老人参团还要加价，而台湾
旅游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从每年 6 月份开始到 9 月上
旬是夏季台风多发期，而从每年
12 月上旬到次年 2 月份是冬季
台风多发期。

无台风， 少雨
水，阳光明媚，气候 20 度左右。

至于选择哪种方式去台湾，

有从长沙直飞的，有从长沙到厦
门转经金门到台湾的，有长沙至
深圳经香港转飞的，我们经过比
较，认为湖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
组织的

这个活动价格优惠，特别是
对 55 岁以上老人报名还能退减
费用，行程不急不慢且环岛游一
个景点都不少， 食宿安排舒适，
乘坐目前世界上最先进、航速最
快的豪华邮轮穿越台湾海峡，从
大陆到台湾仅仅 2 小时 40 分钟
就可以平稳抵达。

据了解，“爸妈之旅赴台活动”9
月份名额推出 3 天就全部报满，
10 月报名情况也非常火热，想参
加的中老年朋友需尽快和湖南
省中国国际旅行社的“爸妈之旅
台湾游”活动组联系报名，且台
湾旅游需办理台湾通行证和入
台证两个证件， 至少需要 18 天
时间，有意向参加的朋友应尽快
办理报名手续。 主办方考虑到参
加者都是中老年人，所以此次活
动还可以提供免费上门办理报
名手续的服务。

活动承办单位：湖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编号：L-HUN-CJ00003

不再犹豫，马上报名去台湾

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0731-84468901 18073103311�

湖南爸妈之旅“中老年人宝岛台湾环岛游”■

活动费用：4880元 /人 出发日期：2012年 10月 14日
55岁-65岁退100元 /人，65岁以上退200元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