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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致残，他带领35位残疾人就业
谭建祥创办种植合作社 热心公益捐款捐物，帮贫困户解决最迫切需求

《未召开业主大会，业
委会主任就把新物业
“请”进了门》后续

给贫困户免费发种子

“带着这《精准扶贫手册》，
去签字登记下就能领走五袋化
肥、一袋种谷。要是有人家里不
方便，谭爹还派人送到家里。”4月
3日上午， 刚领完物资的贫困户
刘爹这样对记者说，最近几年，每
年两次免费送种子和肥料，还有
人教他们浸种育秧， 贫困户对
谭建祥发自内心地感激。

在大部分贫困户领完物资
后，谭建祥让人挨个联系没有来
领的贫困户，将剩下的物资装上
了拖拉机，盖上雨布后出发。

贫困户谭德美今年51岁，
丈夫患癌去世后， 她也罹患癌
症导致肢体残疾， 家庭经济条
件十分拮据， 谭建祥不仅主动
上门邀请她到合作社上班，还
帮她筹措资金，出钱出力，把逢
雨就漏的屋顶进行了修缮。

从拖拉机上往下搬东西
时， 有人提醒谭建祥注意下身
体，他乐呵呵答道：“没事，只要
不上下楼梯， 这些活还是可以
干的。”没有人提醒，常人难以
看出来，他曾遭遇车祸，腿上落
下了残疾。

创业后帮更多残疾人就业

谭建祥的腿在2012年一场
车祸中落下四级肢体残疾。车
祸前， 他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泥
工，车祸后，要强的他没有一蹶
不振。车祸后不久，谭建祥就成
立了望城区隆平蛟麟种植专业
合作社，短短几年，合作社做强
做大，目前流转土地近两千亩，
实现年利润近200万元。

有感于自己的经历， 在合
作社成立之初， 谭建祥就邀请

了12位残疾人工作。目前，合作
社有35位残疾人， 他们不仅有
固定的工资收入， 年底还能参
加合作社分红， 他们逐渐脱贫
走上致富路。

家住靖港镇复胜村的虢细
兰也是一位残疾人， 靠轮椅代
步，她家是残疾困难家庭。谭建
祥了解情况后， 主动去她家商
量脱贫对策， 联系村民组长将
该组两个水塘30亩承包给她
家，帮她付了钱，还送去了几千
元的鱼苗。 他多次传授养殖技
术，承诺年底将全部收购成鱼。
预计虢细兰家养鱼年收入达5
万多元以上。

热心公益回报社会

“企业小的时候就是自己
的企业， 企业大了就是社会
的。”谭建祥常把这句话挂在嘴
边， 他也把回报社会当成自己
的责任。近5年来，他捐款40多
万元为村里硬化、亮化公路，修
缮沟渠、 修筑机耕道。2016年
12月， 当他了解到湘西永顺县
万坪镇上坪村上品粮油合作社
需要烘干机时， 就积极主动向
省农业厅请缨，将2台崭新的烘
干机送到该地进行扶贫， 购买
设备、运送、请专业技术人员安
装，前后花费30多万元。

谭建祥家里， 荣誉证书堆
满了角落，从望城区的“残疾人
创业能手” 到湖南省2018年度
“最美扶贫人物”，“这是我一个
雷锋家乡人应该做的， 我一个
残疾人都能靠着自己双手帮助
他人， 希望每个人不管能力大
小，都能尽自己一份力，让更多
人脱贫致富， 让社会更美好。”
谭建祥说。

未召开业主大会， 长沙县国
泰·九龙湾小区业委会就把新物业
“请”进了门，急得众业主多次堵门，
不让新物业入驻小区……（详见本
报3月22日A06版） 为了从根本上
解决纠纷，众业主商议，派出2名业
主作为代表，将小区业委会，连同第
三人新物业公司告上了法庭， 诉求
法院撤销业委会选聘新物业的决
议。4月8日， 长沙县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了此案。

长沙县法院审理后认为， 业主
委员会对于解聘前物业机构和委托
业委会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定物业
公司， 以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召开
了业主大会，这个方式是符合《长沙
县国泰九龙湾小区业主大会议事规
则和条例》（草案）的。但后续未履行
“公布投票结果”、“对投票结果的合
法有效性作出说明”、“宣布表决事
项是否通过”、“邀请社区居委会现
场监督”等议事规则要求的程序。因
此， 对于小区业主是否同意业委会
以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定物业公
司， 投票的结果不能以司法审查代
替议事规则所规定的程序， 因此不
能认定小区的业主满足双过半的要
求， 同意业委会以招投标的方式来
选聘物业公司。

法院遂作出一审判决： 撤销被
告长沙县国泰·九龙湾小区第一届
业委会关于选定第三人物业公司作
为本小区物业服务公司的决议。

■记者 杨昱

“磨剪子嘞，戗菜刀……”
以前， 总是有着这样抑扬顿
挫、合辙押韵的吆喝声在胡同
弄堂里回荡。如今，在高楼耸
立的现代化都市里，这样的吆
喝声却渐行渐远，偶尔响起的
一道“磨刀”声，让人恍惚又回
到了“磨刀年代”……

4月3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跟随有着20年磨刀经验的魏
书亭师傅， 体验了一把都市
“磨术师”之旅。

刀刃“吹毛立断”才算手艺

魏书亭老家在河南漯河，
来长沙磨刀已有20年。这些年
来，他除了每年春节和农忙的时
候会回家，其余的时间都会和老
乡们来到长沙做磨刀生意。

花甲之年，魏书亭身体依
然矫健，每次出来“吆喝”至少
需要带着磨刀工具走5公里路。

两块磨刀石，一块质地粗
糙，一块质地细腻。“粗糙的负
责磨去刀刃的缺口，细腻的负
责将刀刃磨锋利。” 魏书亭告
诉记者，磨一把刀的时间五至
十多分钟不等，遇到“宝刀”魏
书亭会花更长的时间。“质量
越好的刀越难磨，花费的时间
也就越多。”说起磨刀的活儿，
魏书亭显得很健谈。

魏书亭说， 磨刀不难，一
般人自己在家也能磨菜刀，但
要想磨出“吹毛立断”的效果，
那就是技术活了，真真考验手
艺人的本事。 对于这个本事，
魏书亭对此相当执拗，每次打
磨一把好刀，就如同打磨一件
作品。“我磨的刀可以做到把

指甲往刀刃上轻轻一触，就能
把指甲削下来。磨的剪刀能够
刮胡子、剪丝绸。”对于自己这
么多年练就的“磨术”技能，魏
书亭很满意。

为了招揽更多顾客，魏书
亭一般会选择在小区里，拿着
喇叭对着楼里“吆喝”，然后找
个地方停下来“等客上门”。
“10块磨一把， 不快不收钱！”
魏书亭对自己的手艺十分自
信。

一上午， 磨了10把菜刀。
为了方便收钱，他还开通了微
信支付功能，“老手艺也要跟
上时代的步伐。”

会在“磨刀”路上走下去

中午12点半，魏书亭来到
一家面馆，点了一碗肉丝面当
午餐。

在用餐的间隙，他向记者
感叹，作为一门老手艺，磨刀
这个行业在民间流传了几百
年，生意最红火的是上世纪90
年代。“最忙的时候是每年的
过年前，年夜饭怎能没有一把
好刀，所以常常要磨到深夜两
三点。”

记者不明白“磨剪子
嘞———戗菜刀”里的“戗”是啥
意思， 魏书亭笑了笑解疑，
“戗” 指刮掉或擦掉刀体表面
的一层锈斑，先要看刀口是软
是硬，硬的用砂轮打，软的用
钢铲，“戗” 完了再上磨刀石。
简单地说就是把发钝的刀口
通过“戗”的工艺磨薄，让刀具
变得锋利。

“如今需要磨菜刀的人越
来越少，也就没多少人愿意做
磨刀这行当。”魏书亭说，不管
怎样， 磨刀也是门老手艺，他
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能走多远，那就不知道啰。”
■记者王智芳通讯员巩如泉

4月3日，长
沙市望城区小
雨淅沥，位于县
道070旁的望城

区隆平蛟麟合作社仓库前坪被农用车、电动车甚至板
车占满， 这是当地的贫困户在免费领取肥料和种谷，
而一些不方便出门的贫困户将有专人送上门，价值五
万多元的物资很快到了七十多户贫困户家中。

送种子、送技术、送油和米、送慰问金甚至花费三
十多万元，把农业设备送到了湘西永顺县上坪村……
面对众人的夸赞，谭建祥很谦虚“我是雷锋家乡人，只
做了力所能及的小事。” ■记者 虢灿

穿街走巷“磨术师”让刀刃“吹毛立断”
魏书亭：磨刀是技术活，打磨一把好刀如同打磨一件作品

启动招投标选聘
物业的程序不合法
法院一审撤销业委会
选聘新物业决议

4月3日
上午，长沙望
城区靖港镇，
谭建祥从拖
拉机上搬下
物资送到贫
困户家中。
记者 虢灿 摄

在雨花亭
万博汇附近，
魏 师 傅 刚 把

“摊位” 支起
来， 不一会儿
就有人将菜刀
送来。
记者王智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