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新闻·面孔 2020年9月10日  本版编辑／唐天喜  美编／熊晓丽
E－mail：tangtx@fengone.com

助学、济困、扶贫、抗疫、抗洪、捐赠《今日女报》……

她是“全国最美志愿者”，27 年捐了 2000 多万元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刘广 刘瑛

“李奶奶，祝贺您！
更要谢谢您！我没想到
能遇到您这么好的人，
我也会像您一样去帮助
别人。”9 月 2 日，当岳
阳市湘阴县志愿服务组
织联合会成员、县妇联
巾帼志愿者李立华获得

“全国最美志愿者”的消
息传开后，西安交通大
学大三学生姚谦通过微
信视频向李立华表示感
谢和祝贺。

姚谦是李立华帮助
的 186 名贫困大学生之
一。

27 年来，李立华始
终将践行雷锋精神作为
人生的使命和责任，除
了关爱贫困学子，还投
身于扶贫帮困、抗洪救
灾、敬老爱幼和支援家
乡建设等各项公益事业
中， 累 计 捐 款 2000 多
万元。

8 月 26 日，2019
年度“全国最美志愿者”
名单公布，100 个获奖
名 单 中， 湖 南 占 三 位，
李立华是当中唯一的女
性。

9 月 2 日， 今 日 女
报 / 凤网记者来到湘阴，
听“湖南省三八红旗手”
李立华讲述自己的公益
故事。

“虾已经卖完了，赚了几十万元，两

个小孩上大学的钱不愁了，现在等着中

稻收割了。”9 月 8 日，湘阴县湘滨镇杨

柳潭村村民田孝文开心地告诉记者。而

在去年年底，他曾一度为生计而焦虑。

原来，53 岁的田孝文和当地很多村

民一样，此前都靠从南洞庭湖里捞虾

卖养家糊口。去年 12 月，湘阴县依法

全面收回捕捞权证，决定从 2020 年开

始禁止捕捞。这客观上对田孝文们提出

了新的要求，要“转业”。 

就在这时，同样获知“禁止捕捞”

消息的李立华“出手”了。

2019 年 12 月，李立华邀请专家到

湘滨镇杨柳潭村开办“稻虾生态种养培

训班”，免费为村民送虾苗、送技术、

送温暖。

“对于村民们来说，找

份新的事业并不容易，而

继续养虾则是可行的，

因为他们此前就有虾

的销售渠道，只是缺

乏养殖技术，那我就

给他们提供技术。”李

立华告诉记者。

“ 培 训 班 已 经 开了 两

期，都是免费培训，免费发放资料，解

决了村民的燃眉之急。”杨柳潭村村主

任邓世林说。

“专家不仅给我们上课，还到田间

地头给我们指导。”田孝文告诉记者，

通过培训学习重拾信心的他发展了稻

虾种养 82 亩，“今年养虾就赚了 30 多

万元”。

这样的技术培训活动，李立华 2017

年就开始组织举办。

此外，她还创办了农民工培训学校，

请 专家免费为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

让农民工学到一技之长。她每年安排专

项资金选送员工到大学深造及参加各

类培训、资格考试，并培养出十几名大

学生，多人被招录为公务员。

除了想办法提供“一技之长”，李立

华还经常现身说法，以自己的创业故事

鼓励姐妹们自立自强。2018 年 9 月 4 日，

湘阴县妇联在东塘镇石涧村开办精准

扶贫女红技能培训班，李立华就作为特

邀嘉宾做创新创业报告，并给愿意创业

的姐妹出谋划策。活动当天，李立华还

向贫困妇女捐赠了 100 份《今日女报》。

“贫困家庭要真正脱贫，还是要靠智慧

脱贫。”李立华说。 

李立华在当地被誉为孤寡老人的“好女儿”、 贫困

学生的“好奶奶”、农民工的“好大姐”。27 年来，她

累计捐款达 2000 多万元。

“为什么这样热衷于做公益呢？”面对记者的这个

问题，李立华说：“我从小父母相继去世，家庭十分困

难，特别懂得困难人群生活的不易，其间也得到了爱

心人士的帮助。”

李立华 12 岁时父母相继去世，排行老大的她不得

不中止学业，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她从普通营业

员干起，一直做到湘阴县百货公司经理。1993 年下岗

后，她在街头摆摊设点，开始二次创业。当年，全家

做生意纯利仅 4000 余元，她却在年底为五保老人一次

性捐出 1000 元。

1998 年，李立华创办湖南鸿达建筑有限公司，担

任董事长。常言道，“隔行如隔山”。为了尽快熟悉建

筑方面的业务知识，她不怕脏不怕累，与工地施工的

工人师傅打成一片，各项工作都身体力行。2019 年，

公司被授予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状。她个人也获得了“中

国好人”“湖南省劳动模范”“湖南省最美扶贫人物”

等荣誉称号。今年，她被评为“湖南省三八红旗手。”

爱心助学：186 名寒门学子因她上了大学
“ 希 望 你 女 儿 好

好学习，顺利完成学

业！”9 月 2 日，在岳

阳市 湘阴县龙 潭 村，

刚刚获得“全国最美

志愿者”荣誉称号的

李立华为村民李夏天

（化名）送来了爱心助

学款。

李夏天是易地搬

迁贫困户，家里六口

人，他和妻子都患有

残疾，父亲因为中风

瘫痪在床，母亲已经

78 岁，儿子正在上初

中，女儿刚刚考上大学。

从湘阴县妇联获悉李夏天一家情况后，

李立华和县妇联主席刘美丽等一行特

意前来探望、慰问。

这是李立华捐资助学的一个缩影。

就在今 年 5 月 29 日，李立华捐赠

10 万元，用于资助 100 名小学阶段的

贫困女童。

华光小学、长湖小学、鹅形小学地

处大山，是湘阴位置偏僻、海拔最高、

条件最艰苦的 3 所学校。这些山区学校

的孩子一直没穿过校服。孩子们有个“朴

素”的心愿，就像电视里常出现的那样：

“冉冉升起的国旗下，身着校服的孩子

们高举右手行礼。”然而一二百元一套的

校服对这些山里孩子而言也是“奢侈品”。

2015 年“六一”前夕，刚刚获评湖南

省劳动模范的李立华，当即决定将省“劳

模”的１万元奖金全部捐出，另外再拿出

４万元积蓄，为孩子们定制校服、书包。

从选布料到颜色再到款式，从核对

学生人数、性别到测量学生身高，李立

华都亲自把关。

在李立华的倡导下，鸿达建筑公司

连续 6 年都组织开展了给学生送校服、

送书包的爱心行动。目前，来自湘阴县

湘滨镇、玉华乡、长康乡、樟树镇等 10

多所学校的 2000 多名孩子穿上了李立

华送来的新校服，背上了新书包。

李立华资助的学生之一，正在湖南

师范大学就读的谢平告诉记者 ：“感谢

李奶奶的帮助，让我有平台学习，没有

经济上的负担。我现在也会参加一些公

益活动，也会坚持去帮助别人，要把李

奶奶的这份爱传递下去。”

截至目前，李立华先后 30 多次参加

“金秋助学行动”“阳光助学”“圆梦大

学”等爱心公益活动，资助贫困大学生

186 人，捐资 100 多万元。

扶贫济困：送技术、送资金、送《今日女报》

大灾大爱：
通过朋友“海淘”32万元防疫物资

9 月 8 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李立华在位于湘阴县的公司办公室

里静静收看。在这场全民抗疫战争中，她也曾费尽心思。

今年年初，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防疫物资的

消耗量和需求量大增。1 月 24 日，除夕夜，湘阴县第

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确诊。“抗疫一线，不能缺防护物资。”

李立华曾想过直接捐款，但考虑到当时即便有钱也很

难买到防疫物资，还是决定自己想办法，将捐助落到

实处。

从大年初二（1 月 26 日）开始，她便通过自己国

内外各种资源，购买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等疫情防

控物资，通过 200 多个朋友近 10 天的 “海淘”“扫

店”，最终在美国采购到了 1000 套医用防护服，在新

加坡采购到了 1000 个 3M95 口罩，在江西南昌采购到

了 10000 个一次性医用口罩，总价值达 32 万元。

2 月 5 日，李立华将采购的 1 万多套防疫物资捐赠

给湘阴县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湘阴县人民医院，

该院党组书记易洪海感动地说：“在这个防疫非常时期，

您捐助这些物资不是能用金钱买到的。您的爱心善举，

真是雪中送炭！”

2017 年 7 月，湘阴岭北镇沙田垸、湘滨垸遭强暴

雨袭击，大面积受灾。沙田垸更是当时岳阳抗洪抢险

的最前沿。关键的一周里，李立华 5 次上堤慰问，并

委派公司经理李顺带着 5 名工程技术队员，上堤协助

查险处险；还派出 2 台工程运输车，分别装上 800 根

钢管、4000 个扣件，24 小时整装待命，一旦大堤抢险

需要，即开向前线。所幸党政军民协力奋战，最终战

胜了洪魔、保住了大堤。此次抗洪，她累计捐献款物

达 15 万元。

李立华还把改变家乡面貌当做心头事，在家乡杨

柳潭村修建乡村公路、水利涵桥和维修改造学校等过

程中，累计捐资捐物达 300 多万元。

公益初心：
苦难中成长的孩子，愿帮助更多人

李立华

9 月 2 日，李立华给湘阴县黄金留守学校学生送去新校服和书包。

李立华捐款 10 万元
帮贫困村民买虾苗。

扫一扫，分享全国
最美志愿者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