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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老虎”发威：深山种植5年估值千万
通道小伙返乡创业，研发出20多种产品 成功获评湖南省地标农产品

3次上央视，他在农村当创
客的故事受专访。 说起“黑老
虎”，杨昌宏这个名字似乎成了
商标……他俨然是怀化市通道
侗族自治县的大明星。 创业5
年， 他让那红红绿绿、 颗颗饱
满、 味甜多汁“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珍稀水果“黑老虎”远销
国外， 而自己也从白手起家到
拥有估值超1000万的产业。

回乡寻梦起了创业念头
杨昌宏曾在阿里巴巴做过
销售经理，也当过培训师，薪酬还
不错。2013年的一天夜里他半夜
惊醒：我梦到了家乡，却不知自己
身在何处，每天奔波忙碌，却忘了
从哪里出发。这样的情景一遍遍
在脑海中萦绕，带着内心强烈的
冲动， 他坐了30多个小时的硬
座，回到家乡红香村。
“一切都没有改变，山没有
变，水没有变，老百姓的贫穷也
没有变。” 熟悉感扑面而来，他
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回家的
日子， 他了解到小时候吃的山
果“黑老虎” 是上等保健型水
果，在沿海售价高昂。创业的念
头在他心里悄然扎根。
他买来了手机和皮卡车，
一大早就进山收果子， 上门劝
说农户卖果子给他。回来后迫不
及待打开电脑、 手机进行销售，
一笔又一笔订单的到来，他赚到
了第一桶金。这一年他29岁。

种植之路一波三折
2014年初， 他就将这笔钱
全部投入了种植， 真正开始创
业。家人不解，这种产量低又少
见的山果有销路吗？
当年6月， 注册资金290万
元的通道黑老虎中药材专业合
作社成立， 他专心研发种植技
术。为了种植地，父子间还有过

拉锯战，父亲拔了刚种的“黑老
虎”苗要种杉树，他趁黑又种回
去， 差点被父亲赶出家门。之
后，试验田又接连遭遇失败，合
作社几乎面临解散。幸运的是，
不久后“黑老虎”挂果基地和种
苗繁育基地建起来了。
“那会我把弟弟、妻子的钱
都‘骗光了’。”杨昌宏笑称，当
第一批“黑老虎”通过网络预售
等方式大卖以后， 外地客商接
踵而至。 他也得到了通道侗族
自治县县政府发放的扶持资
金， 基地被评为省级林下种植
示范地，省农科院、县农业局专
家常来献策。
人工培育技术逐渐成熟，
通过给农户和其他合作社提供
优质种苗， 他带动全县发展种
植 “黑 老 虎 ”12000 亩 ， 带 领
2316名贫困户脱贫，“黑老虎”
成为全县九大重点产业之一。
村民纷纷来家中取经， 杨昌宏
很开心， 这种示范效应让贫穷
与落后逐渐远去。

谋求转型形成产业链
“黑老虎”全身都是宝，根、
茎、叶均可入药，叶子中含有珍贵
的美白成分，种子中更含有可以
抗癌护肝的活性物质。今年，他将
工作重心放在了
“
黑老虎”深加工
体系上，
“
农户+合作社+深加工+
互联网”的产业链逐渐清晰。
目前，合作社已研发21个品
种，主要销往江浙一带。今年冬
季，他们将把“黑老虎”叶、果送
往韩国公司开发生产面膜、护肤
霜等产品。此外，投资1000万的
黑老虎酒厂建成投产。杨昌宏说，
今年预计网上销售50000斤“黑
老虎”， 销售额可达200万元以
上，酒品销售可达600万元，同时
种子、苗木销售额约有800万。
2018年3月，在合作社的推
动下，“通道黑老虎” 成功获评
湖南省地理标志农产品。 让产
品走出农村，让产业充满希望，
让脱贫更有底气，杨昌宏的“黑
老虎”致富梦熠熠生辉。
■见习记者 石芳宇

中国竹文化节
将于11月14日至16日桃江举行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今
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第十届
中国竹文化节将于11月14日至
16日在益阳市桃江县举行。
首届中国竹文化节是我国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
国家级、国际性的竹事盛会，主要
目的是弘扬竹文化，发展竹经济。
1997年在浙江省安吉县举办，益
阳则在1999年承办了第二届。
本届竹文化节的主要内容
包括开幕式、种植纪念竹、竹文
化和竹产业发展成果展示、参
观学习丰产林和产业集群、地
方招商发布会暨重点项目签约
仪式、中国竹产业高峰论坛、中

国竹产业协会常务理事会议、
地方特色竹文化专场演示等，
全面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在竹产业、 竹文化和竹旅游等
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必将有
力推动湖南竹经济加快发展。
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吴剑
波介绍，经过多年的发展，我省
竹产业加工体系初具规模。一
是加工产品有竹地板、 竹凉席
等20个大类、1500多个规格品
种。 据了解，2017年全省竹产
业产值260亿元。今年，我省更
是将竹木作为全省重点培育的
十大特色产业链之一， 列入了
重点打造的六大千亿产业。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孝敬

杨昌宏种植的“黑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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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被咬半边，仍死死抓住逃犯不放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龚秋光：每一处伤疤都是“勋章”

两鬓斑白，腰板挺直，已退
休4年的龚秋光，警察气质不减。
仔细观察，会发现他的左耳轮廓
异于常人， 残缺了约三分之一。
这是他独有的“勋章”，是一次抓
逃犯时，被生生咬掉的。
从警36年，他数次与死神擦
肩而过。10月8日，在永州市公安
局零陵分局会议室，他回忆起曾
经历的生死，坚定地说：“当警察
就不怕死，怕死就不当警察！”

擒逃犯，耳朵被咬掉一块
1982年11月12日， 时为永
州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的
龚秋光，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有
一名群众向他报告，发现熊某牛
从白泥湖劳改农场逃了，躲在某
理发店。
“回派出所叫同事会耽误抓
捕时机。”龚秋光当机立断，托付
那名群众给派出所打电话，自己
直奔理发店。果然，熊某牛正在
里面。
熊某牛冲出理发店拔腿便
跑。“抓逃犯”龚秋光大喊，追了
200多米，将对方逼入巷子，扑上
去紧紧抱住其腰部抵在墙上。熊
某牛转过身双手抱住龚秋光的
头， 对着他的喉管狠狠咬去，龚
秋光转头躲避被咬住了左耳。

“在一阵揪心的剧痛之后，
我感到左耳好像少了些什么。当
时来不及想那么多，只是死死用
头抵住他满是鲜血的下巴，心里
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让他再次逃
脱！”相持了几分钟，同事闻讯赶
来，龚秋光已几近虚脱，熊某牛
也体力耗尽，无力挣扎。
等同事们用塑料袋把熊某
牛咬下的那片耳朵送到医院时，
由于时间过长已经坏死。

麻木的右手大拇指，剩余的一点
点手皮吊在手掌上，满手血肉模
糊。经医生诊治，其大拇指肌腱
已被割断，拇指下部从此留下一
道长达8厘米的疤痕。 经鉴定，龚
秋光右手为三等甲级残废，“使
不上劲，抱孙娃也费力。”
住院一个月后，伤口并未完
全愈合，龚秋光又和同事破获一
起重特大盗车团伙案，追回被盗
吉普车13台。

斗歹徒，拇指肌腱断裂

补丁衬衣，是他与死神擦肩
而过的印记

1996年1月16日晚上8时左
右，龚秋光正在零陵区垠地广场
巡逻， 发现不远处有人持刀行
凶。
“保外就医的李某逵乘车时
为了赖掉一元钱车费，和客车司
机李某林起冲突。” 李某逵醉了
酒，抽出一把20多厘米长的三角
刮刀，追砍李某林。李某林忽然
失足倒地，李某逵正挥刀朝他胸
部刺去。就在那一刹那，龚秋光
猛扑过去，右手一把抓住尖刀。
“右 手 一 阵 剧 痛 ， 血 水 喷
涌。”龚秋光痛得咬紧牙，岂料，
李某逵用劲抽刀，准备刺向龚秋
光，“我使出全身劲， 大吼一声：
放下凶器！”
李某逵转身就跑，龚秋光用
左手握着右手，猛追上去，一脚
将他踢倒在地。在治安队员和群
众的协助下，凶犯被制服。
此时，龚秋光用左手掰开已

在省公安厅，收藏了一件米
黄色的衬衣。这件已经陈旧的衣
服，右腰的位置有一个“7”字形
的补丁。 这是龚秋光1989年 穿
过的衣服， 有一次他抓嫌犯时，
被锋利的匕首划破，幸运的是人
未受伤。而23岁的同事，却永远
倒下了。
从1978年至2014年，龚秋光
多次被记功、嘉奖，先后获得“全
国优秀人民警察”“五一劳动奖
章”“共和国之盾”“全国劳动模
范”等荣誉。
龚秋光说， 公安 民 警也 是
人，也有喜怒哀乐，知道生命的
可贵。但是，既然我们穿上了这
身警服， 就有一种天职和责任，
这就是：全心全意为民想、赤胆
忠心保民安。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颜英华
黄世国 实习生 薛国清

我省5村落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本 报 10 月 10 日 讯 10 月 8
日， 农业农村部公示2019年中
国美丽乡村名单，拟将全国150
个村落推介为2018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其中，我省有花垣县十
八洞村、长沙市岳麓区桐木村、
汨罗市西长村、新化县土坪村、

麻阳苗族自治县楠木桥村5个
村落入选。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
于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
品推介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年
农业农村部继续开展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推介工作，拟在全国范

围内培育推介一批天蓝、 地绿、
水净、安居、乐业的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并加大宣传推介，树立
服务质量和市场反响良好，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效益显著的
行业样板。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孝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