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领村里人一起脱贫致富
2016 年，曾甘华和王敏成

立了攸县湘下郎生态农业攸县

公司，决定种植不打农药、不

施化肥的有机水稻。

曾甘华到村子里流转土地

时，却遭到了大家的拒绝，“他

们怕田地被我们荒掉了，因为

大家已经习惯了打农药、施化

肥种水稻”。

再次受到大家的不赞同

和嘲讽，曾甘华没有像之前

那样感到自卑，她和王敏开

垦了 7 亩试验田。为了让水

稻不被虫害，夫妻两人多方

查阅，在水田里养起了鲤鱼，

又决定养鸡，“这样既可以吃

虫子，也可以把鸡粪作为农

家肥”。曾甘华从武汉购买了

2000 羽江汉土鸡。

“第一年确实没有盈利。”

曾甘华说，但稻谷的成熟还是

鼓励了夫妻俩。

2017 年年中，“湘下郎”

开始盈利，“我们的鸡和蛋都

卖出去了”。为了适应市场，

曾甘华决定养殖乌骨鸡。

随着乌骨鸡养殖的成功，

曾甘华开始尝试让更多的人

来养殖乌骨鸡，“读书不是为

了离开贫困的家乡，而是为了

让生我养我的家乡不再贫困”。

“刚好，隔壁的双松村来了

一个驻村干部，我们一合计，

向双松村的 47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发放了50 羽鸡苗，免费

教养殖办法，还回收鸡蛋和生

鸡。”曾甘华说，“这样，贫困

户一年至少能多增加 3500 元

的收入”。

随着双松村的实验成功，

曾甘华将这个方法也普及到

了双凡村及附近的 4 个乡镇，

受惠贫困户达到 100 多户。

如今，这个经验已经被推广

到攸县全县。

而 2018 年，曾甘华的水

稻田也喜获丰收。因此，2019

年，曾甘华夫妇流转到了290

亩田地来进行有机水稻种植。

“村子里回来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了。”曾甘华告诉记者，

如今，王敏已经是双凡村的

党支部书记，2018 年时被评

为攸县“劳动模范”，她自己

也被评为县级“巾帼标兵”。

但最让他们开心的是，如今，

村子里不仅年轻人越来越多，

各种方式的创业也在村子里

出现。

供养一个农村孩子完成大学学业，从山村走
出去，难吗？对于这个问题，曾甘华和丈夫王
敏的答案是肯定的，但要问他们，后悔从城市
回到农村吗？他们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曾甘华和王敏同是株洲市攸县人，2010 年，
两人放弃城市生活，顶着众人不认同的眼光回
到了农村，开始创业。如今，他们不仅成功创
业，还为周边 100 余户贫困户带来新的经济收
入。2019 年，曾甘华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
庭”。

的队伍里来”。

将公益当成第二份事业
虽然最开始做公益的目的是

为了帮助女儿更好地成长，但胡

光莉也从中获得了自己的快乐，

而且在 2013 年底，被推选为“爱

心联盟”社会公益部副部长。

随着接触的公益项目越来越

多，胡光莉发现自己更喜欢助学

的项目。从 2013 年至今，胡光

莉已经组织策划助学活动 152

次，走访贫困学生600 多名，活

动参与人数达 6000 多人次，联

系爱心人士结对资助学生 300 余

名，为贫困学生及家庭发放爱心

捐款达 396万余元，发放捐赠爱

心物资达 7万余件，价值 30万

余元。其中，胡光莉和助学部的

同伴每年固定向300 余名贫困学

子发放40 余万元的助学款项。

“所谓‘固定’，不仅是在每

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发放，还有固

定资金和固定人员的意思。”胡

光莉解释，每年 7月之前，她就

开始向爱心人士收集款项，“根

据他们捐助的孩子的年纪，有不

同的钱款”，同时，她还要了解

各个受捐助的孩子情况，看是

否有孩子已经升学，“一直忙到 9

月下旬，才能把钱亲手交到孩子

们手里”。在这中间，胡光莉既

要拨打电话，也要实地走访，在

将钱款送到孩子们手上后，还要

给捐赠者反馈，“做到公开透明”。

让胡光莉欣慰的是，这些受

助孩子也在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

人，“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孩子

通过我们，和他的同学一起，资

助了另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

“等到退休后，我要把公益

发展成我的第二份事业，继续

坚持下去。”如今，胡光莉已是

“爱心联盟”助学部部长，多次

被评为“优秀志愿者”和“最

美志愿者”，但她说，公益不能

仅仅满足与现有的成绩，要继

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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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公益让女儿慢慢改变
“最开始，是我的女儿先加

入张家界爱心联盟公益组织，随

后我才加入的。”8月25日，回

想起和张家界爱心公益联盟结

缘的起因，胡光莉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2013 年年初，胡光莉 6 岁

的女儿高永馨完成了小学一年

级上学期的课程，老师向她反

映，高永馨的性格比较内向，

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呆在

角落里”。

为了让女儿获得改变，胡光

莉决定让女儿加入“爱心联盟”，

成为一名小义工。

“每次活动我都是陪在女儿

左右。”胡光莉回忆，2013 年 5月，

她在女儿的建议下，也加入到“爱

心联盟”，正式开始自己的义工

之旅。

“加入公益组织后，我依旧

坚持每个周末都带着女儿一起

去做公益，周周不落下。”胡光

莉告诉记者，通过参加公益活动，

高永馨慢慢地改变了。

“刚开始的两年，她虽然依

旧内向，但敢于表达自己了，而

且更加能吃苦。”胡光莉说，有一

次，去一个村里参加公益助学活

动，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山路很

湿滑，高永馨还是坚持走完了全

程。到村子后，她还很快和当地

孩子们玩在了一起。

如今，准备读初二的高永馨，

已经成为了“爱心联盟”小义工

团队里的“大姐姐”。“现在她开

始思考，准备挑战一些相对有难

度的志愿活动，参与到成年义工

放弃城市生活回农村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

除了我爸，其他人都不同

意。”8月26日，回想起

刚回到农村创业时的场

景，曾甘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今年 35 岁的曾甘华

是株洲市攸县网岭镇新

禾村人，她大专毕业后，

在深圳从事培训工作。

2009 年，她经人介绍认

识了比她大两岁的王敏。

王敏是攸县宁家坪镇双

凡村人，湘南学院计算机

专业毕业，当兵退役后做

过老师。两人相识时，王

敏正在县城里经营一家

健身俱乐部。两个人很快

相恋并结婚。

就在曾甘华怀孕时，

王敏提出回农村创业。“一

是因为他已经出来很多年

了，他妈妈年纪大了，一

个人在家不放心；二是自

己有了孩子，看到其他的

孩子爸爸妈妈都不在身

边，觉得可怜，想着能不

能在农村发展一种方式，

让年轻人回来工作，又

可以陪伴家人。”曾甘华

说，她同意了丈夫的决定，

“一家人就是要在一起”。

2010 年 1月，王敏和曾甘

华夫妇回到了双凡村。

比起不会干农活的尴

尬，来自家长的反对更让

曾甘华和王敏感到无奈：

“在农村，好不容易供养

出一个大学生，为什么还

要回来？”

“刚回来的时候心里

创业夫妻，回村带领老乡脱贫致富

爱心母女，在公益助学中一起成长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胡光莉的日程安排十

分繁忙：“因为听说有人在仙人溪烧烤，所以我
跟着‘绿色卫士张家界大队’一起到那里开展了

‘净滩行动’；下午，因为献血站的工作人员忙不
过来，我又去做志愿者，帮忙引导献血的人，并
且分发宣传单”。

今年 40 岁的胡光莉是张家界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从 2013 年以来，她
和女儿高永馨一起加入张家界市爱心联盟公益组
织，将自己的大部分休息时间都用来帮助他人。

2019 年，胡光莉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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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甘华一家为创建最美庭院勤搞卫生。

胡光莉 ( 后排右二 ) 和女儿（后排右三）参加绿
色卫士张家界大队组织的环保活动。

也没有底。”曾甘华坦言，王敏开始外出学习

养殖黑山羊的方法，她则在家待产。

2013 年，因为女儿要上幼儿园，曾甘华在

镇上的幼儿园找了一份幼师的工作，直到这个

时候，她才真正从心里理解丈夫回来的意义：

“我们班上有不少留守儿童，95% 都是爷

爷奶奶带大的，和父母的交流只能通过手机。”

和孩子们相处下来，曾甘华发现，孩子们

对她的依赖格外大，“因为他们很少能够见到

和爸爸妈妈年纪一样大的人”。曾甘华开始思

考，是否有一个更好的工作，能够吸引孩子们

的父母回来。

2015 年底，王敏原来养殖的 9 头羊已经

发展成了200 多只羊，但考虑到养羊不适合带

动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曾甘华和王敏决定把黑

山羊全部卖掉，重新思考另外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