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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命运桎梏的女孩向往远方
“我最想去的地方是九寨沟

和丽江，听说那里很美。”29 岁

的楚星星“坐”在沙发里看着笔

记本电脑。尽管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之前看了不少关于这个残疾

女孩的报道和图片，但见到楚星

星时，仍感到吃惊。

她干瘦扭曲的身子无力地瘫

软，全身除了双手和头能够稍微

自由地活动外，其他部位根本无

法移动，即使是用手搭上鼠标这

样的细微动作，也必须依靠别人

帮助。

贺小媛告诉记者，楚星星两

三岁时都还不能行走，甚至连站

立都十分困难。夫妻两人为了给

女儿治病，几乎走遍了全国，费

尽了心思和经费，巨额费用并没

有换来奇迹的发生，最终确认

女儿患上了不治之症——先天

性儿童型脊肌萎缩症。

贺小媛夫妻俩没让这样的不

幸再伤到孩子，他们让楚星星在

普通学校上学，和普通孩子一起

玩耍。但是因为身体不好，楚星

星常常感冒住院，甚至会因为感

冒而被医院下达病危通知。可在

夫妻俩精心照料下，楚星星一次

次从死境中挣脱，回归到正常学

习中，还顺利读完了小学。

一波三折成养殖大户
 “我就是 个闲不住的人。”

近日，一见到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时，吴二凤屡屡说到这句话。

47 岁的吴二凤出生在桂阳县

仁义镇仁义村。1997 年，她 从

桂阳县商业服务公司下岗后，在

桂阳县里开了家名为凤凰山庄的

餐饮店，一做就是 17 年。

“当时我的凤凰山庄占地面

积 8 亩，生意最好时，一天的纯

重病女孩写出60万字长篇小说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莫
雪霈   供图：受访者

长篇小说《火翎羽》写
到了第 5 稿，60 余万字，现
在陆续在网上文学平台发布。
这对罹患先天性儿童型脊肌
萎缩症的女孩楚星星来说，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愿意用悲情来博取
眼球，我希望读者是因为文字
的魅力而喜欢我的小说。”11
月 6 日，在位于湘潭市雨湖区
窑湾街道大码头社区的家里，
楚星星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采访时说，她始终记得母亲
贺小媛的鼓励，“妈妈说，每
个人都要面临命运的考验，当
考验来临了，与其消极抱怨，
不如努力解决。”

2018 年，坚韧动人的贺
小媛一家被评为湖南省五好
家庭。

闲不住的“凤凰”飞回村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易
芳  供图：受访者

在郴州市桂阳县仁义镇，
提起吴二凤，大伙都会竖起
大拇指，称她是一只真正的

“凤凰”，不仅因为她在下岗
后 有 了 一 片 属 于 自 己 的 天
空，还因为她自己创业成功
后，为了乡亲们增收，勇于
回乡带领大家一起“种田”。

利润有一万多元。”吴二凤说。

在餐饮店因故停办后，吴二

凤一直在琢磨怎么东山再起。一

次，她在回仁义村老家探望父母

时，发现村里许多荒山，觉得很

可惜，同时有了新想法。

2014 年，吴二凤承包了仁义

村龙潭水库周边两千亩荒山，投

入全 部资产重 办“凤 凰山庄”，

做生态旅游。

“ 由于前 期 考 察 不够 充分，

原本看中的那个水库，只有下雨

时才会有水。”吴二凤无奈地说。

继续做生态旅游农庄，天然条

件不允许；放弃不做了，前期买

杉树苗、雇人种植等投入的 100

余万元将打水漂。左右为难时，

吴二凤决定利用仁义村独特的山

林环境养蛋鸡。

经过数月的考察，吴二凤的

“桂阳县凤凰蛋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成立了，“合作社名字里还

是有‘凤凰’两字。”

但由于养殖经验不足，吴二

凤第一年就亏损了 30 万元，“比

我预想的亏得少，就当是拜师学

艺了”。谁知，到了 2017 年，鸡

蛋刚要上市时，又遇到了禽流感，

原本收购价 0.45 元 / 枚的鸡蛋，

价格低至 0.1 元 / 枚都无人收购，

30 余万枚鸡蛋滞销，而养殖场

扫一扫，为
自强不息的
她点赞

但在疾病的摧残下，楚星星

脊柱变形，肌肉萎缩，连轮椅

都坐不了，小学毕业后就一直

待在家。

2011 年，楚星星的父亲楚

有根患上了多发性骨髓瘤，不

幸早逝。

用文字达成心之所向
贺小媛告诉记者，虽然身患

重病，但女儿从不抱怨。

“我有很多爱好，喜欢听音

乐、看书、写作……”谈到自己

喜欢的事物，楚星星的眼睛亮亮

的。她说，她喜欢用文字把自己

的情绪感受记录下来，最大的愿

望是发表文章，让更多人听到她

内心的呼声。

楚星星写过一些文章，发在

湘潭《君子莲》等市级报刊上，

内容质朴真实，文笔灵动诡异，

才气四溢。

“但是我不能打字，只能靠

四个指头抓住鼠标点击软键盘写

字。”楚星星说，刚开始时打字

很慢，也容易感到疲累，现在一

天最多也只能打两千个字。到了

冬天，手指上长满了冻疮和水泡，

打字便会更加迟钝。。

2007 年起，楚 星 星 开始写

她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火翎

羽》，这部作品她十分重视，十

年 时 间 里竟 反 复修 改了 5 稿，

总计超过了60 万字。

楚星星说，《火翎羽》是一

个关于友情与成长的故事。小

说中有一只美丽的凤凰为了拯

救人类而牺牲了自己，留下了

羽毛，那是一种神奇的羽毛，

可以给予人神奇的力量，从而

完成梦想。在故事里，残疾小

姑娘晴宇有幸实现了成为健康

人的愿望，品尝了正常人的人

生百味。

“尽管故事曲折坎坷，但是

她比我幸运，她可以亲历许多美

妙的风景，而我不能。”楚星星

在主人公晴宇身上寄托了自己

的希冀。

如今，走进这个仅有 60 平

方米，但家具整洁有序、欢声

笑语不断的家，记者已经很难

想象 这个家庭所 经 历的磨难。

楚星星 生活上不能帮助母亲，

但能辅导弟弟楚启圣学习；楚

启圣成绩优异、自主管理能力

强，妈妈忙不过来时，他能帮

着照顾姐姐。

现在，楚启圣正在市重点

高中进行高考前的冲刺，楚星

星仍然坚持着写作之路。

贺小媛感叹，最困难的时

期终于走过来了。

贺小媛陪女
儿星星写作。

每天光饲料成本就约 6000 元。

正当吴二凤一筹莫展时，桂

阳县政府和新闻媒体提供了帮

助，滞销的鸡蛋很快找到了买家。

如今，桂阳县凤凰蛋鸡养殖

专业合作社成了桂阳县蛋鸡养殖

大户，产出的蛋销往桂阳县各农

贸市场。

投身水稻为乡亲谋福
在吴二凤把养殖合作社做得

风风火火时，桂阳县有关部门找

到了担任仁义镇创业服务协会会

长的她，希望她这只“凤凰”成

立“ 水 稻合作 社”， 整 合资源，

帮助仁义村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因为仁义村的种植主要就

是烤烟和水稻。

“家里刚开始并不赞同我种

水稻，因为做养殖已经够累了，

而且我虽然是仁义村人，但有十

多年没有接触过 水稻种植了。”

吴二凤说，“成立水稻种植合作

社本是想让村里的百姓受益，我

也担心做不好这份事业，对不起

仁义村的乡亲。”

好在仁义镇创业服务协会的

会员们都是一群有干劲、有想法

的“80 后”，里面有开广告公司

的，有葡萄种植能手，也有开农

庄的……受这群年轻人不怕失败

的创业激情影响，吴二凤慢慢放

下了心中的包袱，于 2017 年12月，

与 9 名年轻人一起成立了“桂阳

县优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为社员及其他水稻种植户提供

生产资料、各项信息、免费技术

培训、农机服务、代储代加代销

农产品等服务，减轻农民种植负

担。吴二凤为法定代表人。

但水稻种植合作社的初期推

广并不顺利。“有时候我们将种

子免费送给贫困户，他们都不要，

怕我们是骗人的。好在我们都

是仁义村村民，介绍多了，村民

对我们的戒备心也慢慢消除了。”

吴二凤笑着说。

在记者采访时，当地已经连

续几日出现阴雨天气，但这并没

有影响到仁义村稻谷的收割工

作。“原来这种阴雨天气是不会

收稻谷的，因为收回去的稻谷两

三天就会发芽。我们水稻合作社

成立后，村民就不用担心了。因

为我们新建了两个烘干基地，可

满足 18000 亩水稻烘干需求。而

且合作社统一管理，有计划地收

割，村民们只要将收割好的稻谷

拖到合作社就可以了。”桂阳县

优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股东

之一的王飞介绍，抢占道路晒谷

的现象也因此消失了。

如今，合作社建立了优质水

稻种植示范基地、富硒大米实

验基地，带动了 1000 多户农民

入社，实现产能 3500 吨。

面对未来，吴二凤充满信心。

湘女

吴 二 凤
( 左 ) 与村民
交流种水稻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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