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卜岚

打开灯光后的纸雕校门。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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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月 25日讯
简单的白色卡纸可以用
来记录草稿、 也可以是
折纸飞机的原材料，但
到了长沙男孩邹洋的手
中， 就是用来创造的
“璞玉”。这名16岁的高
中男生用9张纸雕刻学
校校门，纸雕作品在网
络上被传播开后， 引起
了网友纷纷点赞。

昨日， 三湘都市报
记者采访到了邹洋，听
他讲述与“9张纸”的故
事。（扫报眉二维码看相
关视频）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这个纸雕作品是
为学校的文化创意大赛
准备的， 从10月24日开
始做， 做了有大概半个
多月才完成， 大家能够
喜欢，我也是很意外的。”
说起自己的意外“走红”，
眼前这个安静的男孩略
显害羞， 今年16岁的邹
洋就读于麓山外国语实
验中学高二年级， 从小
对折纸就很感兴趣，在
他眼里， 简单不过的白
纸可以创造出很多可能
性。

“后来我在网上看
到了有关纸雕作品的视
频， 才发现原来纸张还
可以这样玩， 就开始跟
着视频学了起来。 越学
就越觉得有意思， 我以
后上大学也想去从事与
这个相关的设计类专
业。”聊到自己感兴趣的
纸雕， 邹洋打开了话匣

子，主动向记者展示起来
自己的作品。简简单单的
白卡纸， 经过邹洋的修
剪， 辅以灯光， 很快便
“活”了过来。校门顶上是
蓝色灯光打造的天空，门
内有教学楼、操场、校训
等等细节， 和着暖黄色
的灯光显得格外温馨。

沉着专注
是成功的关键

“做这个作品最难的
其实就是校门和校训上
的字，因为很细，稍微有
点不注意就会剪断，那
就得重头再来了。 好在
我很幸运， 这次竟然一
次性就过关了。” 谈起自
己的创作过程， 邹洋和
记者分享着一个个小幸
运， 学校宣传党务办主
任王老师却“反驳”了他
的说法。

“邹洋是个认真安静
的孩子，这个纸雕他能做
成功并非偶然，还是源于
他能够沉下心来去做这
件事。”王老师告诉记者，
这次学校创意大赛的主
题就是印象中的学校，
目的就是在不影响学生
们学习的情况下， 通过
这些活动促进学生们的
思维活动， 提高他们的
创造力，“我们的教育理
念就是就是培养幸福的
普通人， 通过各种各样
的活动， 培养孩子的热
爱生活，热爱学习，积极
向上的人生态度。”

■记者 田甜
实习生 莫凤琴

119宣传月期间，郴州消防300余
名消防志愿者，在火车站广场等地开
展消防安全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消防知识宣讲、
消防资料发放及消防隐患设备以旧
换新等环节。志愿者现场讲解消防安
全知识，针对居民冬季使用劣质插线
板、电取暖器短路起火造成的“小火
亡人”事件，采取“线上报名、线下换
取”的形式，开展消防隐患设备以旧
换新活动，对市民家中损坏、劣质的

插线板、电取暖器，免费更换为车载
灭火器、灭火毯、插线板。同时，开展
消防志愿者招募活动，许多市民纷纷
在线注册申请加入消防志愿者。

郴州消防将持续以119消防宣传
月为契机，发挥消防志愿者队伍“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特点，广泛
宣传消防法律法规，普及防火灭火知
识，强化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营造浓
厚的消防安全知识学习氛围。

■通讯员 林思

微笑常常有着特殊的魔力，对服
务行业而言，更是如此。

“HOLA！”客人来了，左手背在
身后，右手放在身前的陆翥恒快步迎
上去，并亲切地用西班牙语向客人问
好，微微弯腰拉开车门。客人下车时，他
便侧身立在车门外侧，右手自然地遮挡
住车门上檐，左手则始终保持在身后。

这个68岁的老人有些“来历”。他
老家在江苏， 出生于长沙，2011年曾
被评为全国旅游系统劳动模范。2002
年，陆翥恒从长沙锌厂的冶炼工人下
岗，几经辗转进入通程国际大酒店工
作，成为一位园艺工。由于他笑容亲
切，待人和蔼，2004年4月，被当时的
总经理郭虎清任命为酒店的门童。回
忆起当时的工作情景，陆翥恒还甚是

激动。
“都五十多了， 还能做门童吗？”

曾因为太过热情、声音太大，对于陆
翥恒的质疑声就没有停歇。 为此，他
自己主动找年轻同事学习经验，还自
学了英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掌
握了基本的问候交流语， 值班经理、
客人、身为幼儿园老师的女儿都是他
的外语老师。

7点半至下午3点半， 在门童的岗
位上，他每天一站就8小时，中间只有
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他用热情的问候、
温馨的微笑面对客人，“年纪毕竟大
了， 有时候站了一天常常会全身酸痛，
甚至嗓子嘶哑说不出话来，一个简单的
英语单词也要学半个月，但我依然很热
爱这份工作。”

本报11月25日讯 废弃的快
递盒可以做什么？ 或许你会说，可
以攒起来二次利用、可以改造成收
纳盒、或者就是可回收垃圾。但在
湖南衡阳的南华大学，废弃的快递
盒却变成了可以换取第二课堂学
分的好东西， 学生们6天攒出超1.2
吨纸盒。

今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联系上
了学校相关负责人一探究竟。

“我们的纸盒换第二课堂学分
的活动是由南华大学船山学院和
松霖设计艺术学院共同发起，从11
月14日开始，正值学生们快递陆续
送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时间点正
式开始我们的活动。” 南华大学船
山学院团委书记张力告诉记者，往
年“双11”过后，学生们堆积成山的
快递垃圾一直是校园环境问题中的
“老大难”， 学校环卫工的打扫速度
常常是赶不上快递盒堆积的速度。

“今年我们在学校多处设置了
回收点，学生们可以把收到的废弃
快递盒拿到快递点来，我们负责登
记和回收。”张力介绍，同学们需要
先在网上报名参加，无论纸盒数量
大小都可加到第二课堂成绩单“志
愿服务与公益劳动” 积分1分。“第
二课堂积分就是指同学们参加课
外活动所获得的积分，积分10分可
折算成‘第二课堂成绩单’ 学分1
分，本科学生必须修读第二课堂活
动至少8个学分才能毕业。”张力告
诉记者， 今年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
新尝试，收获的效果还是很好的。11
月14日开始至11月20日结束，短短
6天参与捐赠人数达2657人， 回收
超1.2吨快递垃圾， 卖款1595.28元，
全部捐赠给衡阳市社会福利院与敬
老院。

“这个不光是保护了环境还做
了公益，我们真的超级愿意参加这
样的活动。”17级学生张璇表示以
后学校还有类似的活动的话，她一
定会积极参与其中。

■记者 田甜 实习生 莫凤琴

会5国问候语，68岁“微笑门童”想续职
他曾是长沙一酒店的“活招牌”，获评全国旅游系统劳动模范

郴州消防携手消防志愿者深入开展消防宣传活动

湖南长沙68岁老人陆翥恒，2002
年进入长沙一酒店工作，2004年

转岗成为门童，因为他温暖的笑
容，成为当时就职酒店的一块
“活招牌”。此后，他相继去了
广州、上海等地做门童，掌握
了5国问候语， 成为酒店行
业的最高荣誉“金钥匙”的
会员。

2020年上半年， 因为疫
情， 他又回到了长沙。11月25

日，陆翥恒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希望能找到一家酒店继续从事门童

的职业。

2015年，陆翥恒前往广东东莞三
正半山酒店，在这里继续他的门童工
作。“做门童3点很重要，要微笑、要真
诚、要热情。”正是因为对这份事业的
热爱，2015年11月，他成为酒店行业
的最高荣誉“金钥匙”的会员。

“我是会员里面年龄最大的，也
是国内门童岗位唯一一片金钥匙。”
回忆起当时获奖的情形，陆翥恒很是
激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门童们帅
气的礼服，和真诚的笑容，我就爱上
了这行，一干就干了16年。”

“职业生涯中， 有什么印象深刻
的事吗？”“那可多了，在通程工作时，
附近一个公司的员工薛荣经常看见

我在门口迎宾， 被我的微笑感染了，
就过来和我聊天。”陆翥恒说，2008年
他去德国定了亲，中秋想给岳父岳母
送月饼，但长沙没有朋友，然后求助
于他，“我当时就帮他送了7盒月饼到
他岳父母家，他很是感动。”

从2015年的广东， 到2016年到
上海，今年1月，因为疫情，长沙微笑
门童又回来了。

“我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我还能
干！如果还有酒店能聘用我，我愿意一
直在这个岗位上做下去。”陆翥恒告诉
记者， 他做这份工作有种幸福感，“我
心可不老，如果不能做门童了，我就去
社区做志愿者，贡献自己的余热。”

52岁成为一名门童，他掌握了5国问候语

国内门童岗位唯一一片“金钥匙”

这个男生手真巧
9张纸雕“活”校门
耗时半个多月完成，网友纷纷点赞

废弃快递盒换学分
南华大学学生6天
攒出超1.2吨纸盒

68岁长沙老人陆翥恒正在
对镜整理仪容。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