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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些威风凛凛的老虎，就像看到我长眠边疆的战友们”

虎哥朱豫刚：
陪着近百只老虎过大年
长沙县金井镇，青山绿水之间，不
时传来声声虎啸，低沉，却惊天动地，
穿透力极强，好远都能听见。
这是朱豫刚建的“三珍虎园”，里
面饲养了近百只猛虎， 是南方最大的
野生虎园，魁梧挺拔的朱豫刚因此得名“
虎哥”。
正月初三，记者来到虎园。尽管下着小雨，前来观虎祈福的人还不少，有的还是老老少少
一大家子。虎哥告诉记者，民间有近虎得福的说法，每年春节都有很多游客来虎园沾虎气、镇
邪气（扫报眉左上角二维码看虎园视频）。
■文/图/视频 记者 张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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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心血建虎园

虎园里， 结实的铁栅栏和
电网把山林水塘隔出大片大
片宽 敞的 园 子，三 五成 群 的 老
虎，皮毛光亮 ，黄黑 相 间，额 头
上现出醒目的“王 ”字。它 们或
相 互追 逐奔 闪 腾跃 ，或旁 若 无
人悠然踱步， 一只只气定神
闲、威风凛凛，尽显百兽之王
的霸气。当人群走近，老虎们
也隔 着 栅栏 马上 靠 近来 ，紧 瞪
浑 圆的 眼珠 ，鼻 孔里 发出 警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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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吼，野性十足。
“虎园模拟野外生态散养，
老虎并未被驯养得十分温驯，大
部分兽性仍存。” 虎哥提着滴血
的牛肉块走过去，将肉块扔过栅
栏时，老虎们的“低吼”迅速转为
“咆哮”， 争先恐后跃起身子，张
开血盆大口，争抢肉食。
虎哥站在铁笼外，很欣慰地
看着这些健康凶猛的老虎， 这，
是他十年的心血！

猛虎连战友的约定

别人养鸡鸭鱼， 养猪牛羊，
为何朱豫刚却养起了老虎？记者
有些好奇。
一番深聊才得知，虎哥曾经
是一名虎虎生威的战斗英雄！30
多年前，他是广西边防某部的侦
察兵，曾经孤身深入敌后侦察敌
情，冲锋陷阵搏杀敌人，三次与
死神擦肩而过。在战场上，有一
回朱豫刚的一个战友牺牲了，他
扛着战友遗体，硬生生地突围炮
火线， 把战友遗体送回营地。虎
哥所在的连队号称猛虎连，最崇
拜猛虎精神，战友们都说，他在
战场上就像头猛虎。猛虎精神护
佑着朱豫刚度过了枪林弹雨的
岁月，他许多战友的生命却戛然
而止在战场上。
朱豫刚说，他们几位战友在
战场上曾经拉着钩盟誓：如果我
们之中有人活着，活着的人就要

为死去的人照顾好家人！为死去
的人扫墓！ 后来的惨烈战斗中，
几位战友血洒战场， 长眠边陲；
他虽身负重伤， 一只耳朵失聪，
却成为唯一活着肩负承诺的人。
虎哥一诺千金， 从1984年
起，他每年雷打不动如约到边陲
陵园祭扫战友，数十年如一日照
顾好几位牺牲战友的家人。过年
前，他又像候鸟一样，赶到长沙、
株洲、邵阳等地，替牺牲的战友
回家与他们的老父母团圆，让烈
士白发苍苍的父母在寒冷的冬
天感觉到自己的儿子仍然站在
他们的眼前。
这么多年，他常常想起在部
队的日子，想起他老虎般勇猛的
战友。 老虎是他的精神图腾，他
对老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养虎
成了他的心愿，他要把对战友的
情感转移到老虎身上去。

2月7日，正月初三，三珍虎园，虎哥
朱豫刚站在铁笼外，很欣慰地看着这些
健康凶猛的老虎。

虎哥的老虎情结

2009年1月，朱豫刚
的养虎计划得到国家林
业部门的批准，他选定金井镇这
片山地建起了虎园。
他亲自组建了一个团队，有
专门研究野生动物的专家、养
殖经验丰富的高级饲养员，还
有从专科医院来的动物医生。
2010年8月， 第一批8只东北虎
进 园，经 过8年 多 的 繁 育 ， 目 前
三珍虎园老虎数量已经达到近
百只。
“别人笑我把老虎当做儿子
养，这话还真没错。”朱豫刚说，
一只老虎每天光食物就要花200
元，牛肉、鸡肉、鸭肉、兔子肉轮
着上，还要拌21金维他等各种营
养补充物，通过多道关卡检疫后
再喂给老虎。 为了保持野性，每
个月还得提供活食让其捕猎。他
经营汽车修理和做工程项目赚
来的钱，几乎都投到这来了。“大
过年的， 别人都陪家人出去玩，
我却天天守着这群大老虎，放心
不下啊！”
朱豫刚的老虎情结还远不
止这些。去年，他又在衡山启动
了中国虎山福地旅游度假项
目， 准备再建一个中国最大野
生虎园。按照规划，将引进华南
虎、 苏门答腊虎、 孟加拉虎、印
支虎、 白虎、 雪虎等全系列虎

种，规模达到500只左右，建成
亚洲最大、品种最齐、集观赏
休闲和科研攻关于一体的综合
性虎园， 一期核心景区将于
2020年底向游客开放。同时，建
设老虎冷冻精子库和人工东北
虎基因库， 优化老虎的种群，拯
救更多的老虎。
虎哥一直饱含深情地看着
眼前的这些老虎，似乎看的又不
是老虎， 而是30多年前猛虎一
样的战友，个个雄姿英发。他说，
他甚至把虎园里的老虎以牺牲
了的战友名字命名，希望用这样
一种特殊的方式， 来怀念战友。
他们死在战场上， 尸骨在远方，
而灵魂被朱豫刚带到了这里。
现在，虎哥又开始筹划今年
清明节南疆祭扫事宜，他打算在
1200名烈士墓碑前， 插上1200
面鲜艳的军旗， 摆放1200束鲜
花，洒上1200杯三花美酒。“我总
觉得硝烟没有散尽，战斗没有结
束，沙场没有远去，他们依然是
生机勃勃、 单纯快乐的年轻士
兵。他们会在一场场绿雨的浇灌
下，新芽一样拱出红土，生命循
环往复，生生不息。”
说着说着，朱豫刚眼眶湿润
了。
碧水青山， 不见故人影，但
闻猛虎声声长啸。

美景带旺人气
酒仙湖村民吃上“旅游饭”
酒仙湖景区位于株洲市攸
县东北部，是酒埠江旅游区的第
一大景区。 酒仙湖水绿山美，而
且处处体现了当地的民俗特色。
自景区升级改造， 恢复4A级旅
游景区后， 她的美景带来人气
旺， 更多当地村民也因此吃上
“旅游饭”。

美景吸引来人气

虎哥以牺牲战友的名字命名虎园的老虎，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怀念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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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二，春光明媚，三湘
都市报记者驾车沿着酒仙湖环
湖公路一路前行， 沿途风光秀
丽，酒埠江水库如一方明镜镶嵌
在苍翠的群山之中。在环湖公路
的观景平台处，多名游客下车拍
照留影。
记者在景区码头看到，12艘
崭新的游艇不停地往返于码头
与攸女仙境岛之间， 接送游客。
“今天来回跑了5趟，一趟半个小
时，游客多了，我们的收入也高

了。” 游艇驾驶员陈师傅乐呵呵
地说道。
吴先生是攸县本地人，趁着
天气好，带着一家四口来到景区
近郊游，“和以前来相比，变化很
大，景点多了，设施也升级了。”
“这边风景很好， 来晒晒郁
闷，开心一下。”来自广西南宁的
曹女士来长沙走亲戚，一家八口
驾车从长沙出发，直奔酒仙湖景
区游玩。

农民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今天迎来了春节假期的客
流小高峰。” 酒仙湖景区营销经
理谢爱民告诉记者，攸县政府投
入20多亿元， 改善景区基础设
施，目前，景区工作人员中有七
成来自当地。
46岁的老钟是一名有着30
年煤炭运输经验的“老司机”，去
年2月， 他应聘成了景区的一名

保安，负责游客登游艇的安全维
护，“我也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
饭’，更舒心，家人也放心了。”
景区改造后，镇区的道路宽
敞了，环境更好了，而随着游客
量日益增长，当地村民的收入增
多。32岁的陈钏是酒埠江镇人，
已在景区工作4年时间， 以她家
为例，家里改造成了民宿，还办
起了农家乐，“对我们当地人来
说，切实感受到了青山绿水就是
金山银山。”
酒仙湖美景吸引来人气的
同时，也渐渐地让在家门口吃上
旅游饭的农民们越来越乐。
■记者 杨洁规 视频 刘品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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