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文武参加关爱老人公益活动。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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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9日讯 16日下午4
时24分，73岁的长沙汽车电器厂
退休职工黄美如老人去世了，家
人在捐献书上郑重地按下手印，省
红十字会角膜捐献爱尔眼科接收
站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工作人
员成功完成老人的角膜和遗体接
收工作。

“一个月前， 她把我叫到房间，
说去世后要捐献遗体。” 黄美如老
人的先生秦竟成悲伤不已，“她虽
只是芸芸众生中最为普通的一员，
但她对慈善、对社会的大爱，依然
在延续。这一刻，我老伴显得特别温
暖阳光。”

据了解，黄美如是长沙黄花镇
人，和秦竟成自1969年结婚，两人
恩爱至今。2016年， 秦竟成在电视
上看到国家号召捐献角膜遗体，便
去长沙市雨花区红十字会签订捐
赠遗体协议。黄美如患有帕金森氏
病多年， 今年6月老人身体不适加

剧， 主动提出去世后也要把遗体捐
献给医学事业。

“黄美如老人作为‘大体老师’，
她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和教学，将
成为医学院学生的启蒙老师。”中南
大学基础医学院形态学实验中心主
任潘爱华介绍。

据介绍，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
院人脑组织库第一时间获取了黄
美如老人的全脑， 这个脑样本也
成为我省第一例帕金森病患者全
脑标本。湘雅人脑组织库负责人、
神经解剖学家严小新教授表示：
“帕金森氏病是次于阿尔茨海默
氏病的第二大年龄相关性神经退
行性疾病， 黄老的全脑短时间内
获取， 保证开展人脑神经病理学
和生物化学高质量和高水平的研
究， 有助于探讨帕金森病的病理
学发生机制。”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潘爱华
杨丽红 实习生 孟凡佳

“受伤前他这个人特别热心，
谁家有事喊他帮忙，从不推托。车
祸对他打击太大， 消沉了两年。”
塘田新村村民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2009年一场意外车祸中，常
文武失去了双腿， 成为高位截瘫
的残疾人。

“当时， 看到只剩下几寸长的
双腿，感觉自己是个废人。”常文武
回忆道，40岁的他每天以泪洗面，
性情也变得阴沉易怒，“吃饭时想
到伤心处， 还会发脾气掀桌子，心
理极度敏感，甚至还想到了轻生。”

幸亏家人、朋友以及众多爱心

人士的帮助，在常文武陷入人生低
潮时给予他关心和鼓励，使他重燃
希望，直面生活的坎坷。回想起当
年， 常文武充满感激，“车祸后几
个月，截肢后伤处经常痛，朋友邻
居每天轮流来给我按摩。 陪我聊
天，开导我，陪我度过那段最煎熬
的岁月。”亲朋好友及政府工作人员
频繁上门慰问，减免多项费用，帮助
他改造房屋，让他心生暖意，逐步走
出阴霾。

直至2011年，在朋友邀约下他
首次在KTV一展歌喉， 抒发心意，
感觉重获新生，从此一发不可收。

本报7月19日讯 “靠短
视频‘带货’，果子不愁卖了，
周边的采摘园生意也好了。”
今日上午， 看着络绎不绝的
游客， 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
新田村“粒粒甜水果采摘园”
负责人苏天祥笑得合不拢
嘴。这些游客，大多是看了他
拍的短视频后专门来采摘葡
萄的。

短视频“带货”
葡萄不愁卖了

有着12年葡萄种植经验
的苏天祥，通过精细管理，种
出的葡萄质量好， 在当地小
有名气， 面积也从几亩地扩
展到了35亩。2017年，他应邀
参加了长沙市第二届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研修班，
年近50岁的苏天祥接触到了
短视频制作， 决定拍短视频
“带货”自家水果。

说干就干， 苏天祥先后
在多个短视频平台注册了账
号。 得空了会在果园里拍摄
一些视频，回家后自己剪辑，
并发布在各个平台上， 让大
家看到生长在果园的生态好
货。

“像直播或短视频，客户
看到会比较真实一点， 知道
我的水果成色品质如何。”苏
天祥说， 通过各种短视频宣
传，果园里的生意一直很好，
坐在果园里， 客人和订单就
主动上门了。 葡萄园自7月4
日开始采摘以来， 吸引了很
多慕名前来的游客，7月11日
一天收入达到了8000多元。
为了保证水果的新鲜度，购
买达到了一定数量的， 苏天
祥还提供配送服务。

尝到甜头的苏天祥主动
将自己学到的短视频拍摄技
术教给村民， 教大家如何利
用短视频“带货”，“希望更多
人知道跳马， 把我们跳马的
休闲旅游宣传出去。”

闲暇时爱画画
曾是美术老师

苏天祥是一位农民，也
是一名绘画爱好者， 农忙时
拿起锄头耕耘， 农闲时提笔
作画。

做农业之前， 苏天祥曾
在河北省石家庄一家美术学
校任教。尽管平常很忙，但只
要打理完水果园， 他就会拿
起画笔作画，“主要是花鸟
画，取材都是身边的景色，乡
村风景、静物等。”苏天祥笑
着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2017年， 受暴雨影响果园受
损严重， 他曾尝试着在网络
上卖画，“卖出了不少画，证
明还是有人认可的。”

在苏天祥夫妻俩的精心
经营下， 苏天祥实现了从美
术老师转型为新型农民的角
色， 自己日子越来越好的同
时， 也一直致力于帮扶身边
的人共同致富。 今年60多岁
的彭建就是帮扶的对象之
一，因老伴常年患病，儿女常
年在外地，他既要照顾妻子，
又要负责养家， 只能四处打
零工。每到水果采摘忙碌季，
苏天祥就会主动联系彭建来
帮忙，按天付报酬，一干就是
好几年。

“希望自己富起来的同
时， 也能带领同村人一起过
上好日子。”苏天祥说。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陈静

“世界以痛吻我，我将报之以歌”
交通事故致高位截瘫，51岁农民汉子变身村里的“头号歌星”，用歌声传播爱

“世界以痛吻我，我将报之以歌。”7月17日下午，作为长沙
县安沙镇塘田新村远近闻名的“歌星”，51岁的常文武正在紧
张地为自己首场抖音直播做准备。

11年前，他因一场车祸高位截瘫，人生陷入低谷。几经挣
扎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练出一副好歌喉，通过歌声传播爱，用真
心帮扶他人。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殷宇璐

“开始唱得并不好， 我就找老
师请教，看谱、发音、练习。经过几
年的锻炼，老师们对于我的进步都
给予了肯定。”常文武请教的老师
有歌唱爱好者， 也有专业的音乐
老师，每天练习两三个小时，主要
唱民歌、红歌、花鼓戏等。经过一
段时间训练， 他鼓起勇气参加了
大大小小不少歌唱比赛，闲暇时间
不是参加公益活动，就是到养老院
唱歌表演。

随着常文武歌声越来越亮，名
号也越来越响，他成为村里的“头
号歌星”。 在朋友的建议下，2015
年， 他开始在全民K歌平台上展示

自己。 三湘都市报记者注意到，平
台账号一共发布了128首作品，点
赞播放量已过万，其中《离家的时
候》 单曲最高播放量达1449次，平
均每首歌曲评论数都达到三四百。
“气息稳如山， 音准稳如钟”“沧海桑
田，楼起楼落，你的声音有故事”网友
们在评论中写道。

“今晚准备在抖音平台直播唱
歌，明天计划去松雅湖生态公园直
播，过两天要去养老院参加公益表
演……唱歌不仅给我的生活带来
很大变化，还给我带来欢乐。”常文
武笑容灿烂，他希望通过一技之长
回报社会，用歌声传播爱。

不惑之年遭遇车祸，农民汉子高位截瘫

歌声传播爱，用一技之长回报社会

长沙73岁老人去世后捐献遗体与全脑
帮助完成我省首例帕金森病患者全脑标本

美术老师返乡当果农
还玩起了短视频“带货”

献计精准扶贫
博士团
走进湘西州“养牛”

本报7月19日讯 教授把脉
问诊，助力精准扶贫……近日，湖
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暑期专
业实践博士团”4位老师和12名研
究生一行从长沙奔赴湘西州花垣
县开展科技服务。

博士团走进饲养了31头西门
塔尔高代杂交牛的农户家中， 扑面
而来的是一股浓浓的酒味儿， 大量
的酒糟堆满了一面墙。“酒糟是物美
价廉的肉牛饲料，蛋白质含量高，但
大量食用极易导致胀气， 更严重
就会酸中毒。”博士团张马兵说。

牛栏里正是有一头酸中毒的
牛，趴在地上，身体鼓胀，农户正
试图为其输液。博士团成员见状，
撸起袖子连忙跑过去进行静脉注
射,几瓶液体输完后，牛的精神逐
渐好转。“我怕这牛儿吃不好不长
肉就让它随便吃， 没想到还吃出
毛病了，感谢专家来指导，让我少
走弯路。”农户憨笑着说。博士团
成员与农户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一对一”帮扶就这么定下来了。

袁安文是湖南农大首批赴湘
西开展牛羊人工授精及胚胎移植
的专家， 他提到：“要在本地做好
繁育工作， 应减少运输过程的损
耗。”后续跟当地黄牛产业的龙头
企业德农牧业总经理文齐凤聊起
肉牛的品种改良及保种措施，及
时为企业及农户养牛增收献计献
策。“依靠政府支持， 高校科研力
量支撑，与农户及合作社合作，带
动散养户共同发展。” 文齐凤表
示。

政府支持、企业高校合作、带
动农户发展的发展模式促进湘西
黄牛产业快速、 高效、 健康地发
展。“有了地方政府支持， 这么多
专家老师来指导， 我相信我能将
养牛产业做大做强。”农户信心满
满地说。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通讯员 刘梦婷 首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