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小店，两扇门。推门
而入， 能够看见店内只摆了
两套桌椅， 而玻璃柜里陈列
着模样可爱的手工甜点。坐
在门口的2位店员见有客人
来，立即侧身让出了过道，双
手示意“请进”。

他们都是聋哑人。
“为了帮助长沙的聋哑

人，出资帮助聋哑孩子康复，
也会经常去聋哑学校探望。”
吧赫西点的老板吴正荣说。
初到中国时， 他和朋友就是
以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在进
行着关于聋哑人的慈善。

后来，他想，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 西方人对糕点
的偏爱让他和朋友们想到要
做一家面包店， 由于自己并
不是职业的蛋糕师， 他们还
特意请了德国专业的蛋糕师
来对店员进行培训。 除了用
料保证， 吧赫西点最大的特
点，莫过于职员都是聋哑人。

“既能够教给他们一技
之长， 又能够让他们靠自己
的双手挣钱吃饭。”吴正荣道
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是
他在长沙这个异乡城市里一
直认真经营甜品店的原因所
在，也是他的梦想。

追求梦想的路上， 从来
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对吴正
荣而言， 不会因为他做的是
慈善， 便能够格外受到命运
的垂青。最开始，这个甜点店
开在太平街， 在试营业的过
程中一直无法做到收支平
衡。

不断的亏损， 再加上与
聋哑人交流上的困难， 让吴
正荣的朋友们灰心丧气，纷
纷选择了回国。生意停了，聋
哑人的培训计划也就被搁置
了。 接下来的4个月时间里，
吴正荣一直在考虑， 生意是
否要继续。

最后，他勇敢的选择了自
己接过与朋友合伙的这家店，
和他的太太一起继续在追求
梦想的道路上前行。 目前，他

的吧赫西点已经形成了完整
的聋哑人培训体系。“培训期
一共9个月时间， 前3个月教
基础，后6个月实习。整个培
训期都完全免费，并且在6个
月的实习期内发给2千余元
的工资。”吴正荣介绍。

谈话间， 他注意到陈列
柜内一个葵花籽面包形状很
不错， 便随即用手语询问是
谁的“作品”。而后，不停的表
扬那位聋哑蛋糕师。据了解，
现在吧赫西点的店内有5位
聋哑人，2位蛋糕师，2位助
手，另外1位则由于对面粉过
敏而担任收银员的工作。

纯天然的原料， 奶制品
均购自麦德龙超市， 唯一使
用的添加剂是制作饼干必须
要添加的苏打水。经过2年多
时间的努力， 吴正荣的吧赫
西点已经初具规模， 不仅注
册了商标， 还为长沙的两家
美式餐厅供应面包， 花开香
自来，两年间，许多人想要加
盟，和他一起做生意，但经过
接触后， 让吴正荣觉得大部
分的人提出种种要求， 是想
利用慈善来赚取自己的利
益。 虽然目前店内的经济来
源除了经营所得， 还需要一
些补助和来自德国的资助，
虽然拒绝加盟放缓了吧赫西
点发展的步伐， 但为了坚持
自己梦想的初衷， 吴正荣一
一婉拒。

吴正荣说， 希望每一位
顾客都能吃得很健康，“和顾
客们做朋友， 相信和信任我
们， 也能让大家经常到店里
来购买。长期下来，不但不会
亏损， 生意和经营情况也一
定会慢慢的好起来。”

就是这样一位外国人，
正在长沙默默的与妻子经营
着自己的梦想。“能在长沙的
老街里开一家西点店， 有意
思，也有故事。”吴正荣说，坚
持梦想会让人变得勇敢，敢
于克服眼前的难关， 懂得如
何坚持下去。

梦想绚丽长沙 他们的生活色彩斑斓
小小的梦想有大大的力量

梦想一箩筐

自三湘华声全媒体“你的梦
想是什么”征集推出，不少市民
通过三湘华声、 友谊阿波罗官
方微信、 微博等平台向我们诉
说了自己的梦想： 孕期的妈妈
期待着孩子的降临， 即将毕业
的学生期待学业更进一步……

湖南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管
理大四学生胡鹭艳：“大学毕业
前排一出现代话剧。”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
大四学生王盛吉：“把身边的事
情写进自己的书里。”

富士康CESBG事业群曾
俏丽：“希望能够一儿一女阖家
欢乐， 而中间的过程就直接跳
过。”

长师附小周容伊： 长大了
想当歌唱家或者老师，因为自己
喜欢唱歌，当老师可以管别人。

中秋已近，月圆，人圆，梦圆。
在没日没夜的忙碌中， 梦想好像离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提及梦想，许多人
也会迷惘的摇摇脑袋。事实上，梦想并不
如想象中那么遥远，它就像一个万花筒，
只要凑近，就会发现五彩缤纷的世界。

在长沙的大街小巷里， 在各行各业
的工作岗位上， 许多人都在以自己的方
式坚持着梦想，而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变
得更加充满希望。

徐志钦喜欢音乐，
却一直苦于乐器难入
门，无处入手。两年前一
次偶然的旅行， 他从外
地带回两个陶笛， 自己
吹吹弄弄， 居然不需要
太多功夫， 便也能通过
自学吹奏得风生水起。

徐志钦说， 刚开始
接触陶笛的时候， 长沙
还没几个人认识这个外
形类似埙的乐器。因此，
在长沙经营陶笛的铺子
也很少。“陶笛是最简单
的吹管乐器， 它与其它
乐器的不同之处在于有
质感而且容易上手，不
会出现吹不出音的情
况，只要5分钟便可以学
会一首《小星星》了。”徐
志钦介绍。

入门的陶笛价格也
很亲民， 从68元到3000
元不等。 徐志钦不是简
单的卖陶笛而已， 他的
梦想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宣传， 能够将陶笛的文
化在湖湘大地上发扬光
大。不久前，他曾经拍摄
了自己与陶笛爱好者们
吹奏陶笛的表演场景并
传到网上， 得到不少的
点击量。

另一方面， 他也会

不时的在店内进行现场演
奏， 每次吹奏都会吸引不
少市民围观， 其中也有一
些人会受到这种独特音乐
的吸引而进行购买。 对于
前来店里购买陶笛的顾
客， 徐志钦都会免费赠送
一本自己编写的吹奏教
材， 也同时欢迎大家到店
里来交流感受。

目前， 长沙的陶笛爱
好者已经超过了600人，
在他们看来， 徐志钦的陶
笛铺子就是自己的大本
营。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徐志钦为自己能够遇到这
么多志同道合的音乐爱好
者感到庆幸。

2012年5月， 铜官窑
国家遗址公园开园大典
上， 徐志钦负责了千人共
吹陶笛这个节目的教学工
作，而后的橘洲音乐节上，
也有他们的精彩演出。

梦想， 是生活的调味
剂， 是支撑人奋斗的精神
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为了自己将陶笛文化发扬
光大的梦想， 徐志钦放弃
了众人眼中的“金饭碗”，
开始经营自己的小店。现
在，他的“陶笛梦”也渐渐
的影响了更多的人。

逐梦人
徐志钦

刚到30的年纪， 辞去银行的
稳定工作，经营起一家陶笛铺子，
每天守着店里大大小小的陶笛。

他的梦想： 将陶笛这个小众
乐器发扬光大。

逐梦人
吴正荣

一个在长沙待了十一年的德国
人，在长沙经营着一家名为“吧赫西
点”的小小甜品蛋糕店。

他的梦想： 教给聋哑人一技之
长，帮助他们自食其力。

为折翼的天使插上生存的翅膀

让柔美的音符在空气中飘扬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婧 王婷婷 黄彦郢

… 相关链接

分享梦想 赢取基金

近日， 记者在友谊阿波罗
了解到， 该集团长沙区各百货
门店将于10月1日至7日在商场
设置梦想白板， 顾客可在梦想
卡片上写出自己的梦想， 商场
每天将选出最具代表性的1个
梦想在电台播出， 并赠送梦想
基金。

另外，即日起至21日，在友
谊阿波罗新浪官方微博、 金鹰
955电台官方微博、 微信平台
上， 消费者说出自己的“团圆
梦”，倾诉对亲人、爱人、朋友、
家乡的思念之情， 还有机会赢
取由友谊阿波罗提供的辣妹子
湖南印象礼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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