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6 日，四川文明网公布 8 月“好人榜单”，遂宁市大英县鑫燕畜禽
专业合作社创办人吴艳荣获四川好人诚实守信奖。

这并不是吴艳第一次获奖。去年 12 月，她受邀到北京交流乡村振兴
战略领头雁计划项目并由国务院参事推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乡村振兴
委员会委员，为建设幸福美丽乡村奉献巾帼力量。再往前，“全国三八红
旗手”“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标
兵”“四川省三八红旗手标兵”…… 她用实际行动唱响了在乡村振兴基
层一线扎根沃土逐梦伟大时代、不负崇高理想的新农人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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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吴艳：下岗职工成了致富带头人
◎全媒体记者 胡蓉

遂宁民警“世警会”斩金夺银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揣着 5万元
下岗职工回农村再“拼”

2005 年，国有企业改制，吴艳从国企员工

变成下岗女工。今后生活怎么办？这样的

问题反复在脑海浮现，吴艳整夜睡不着觉。

吴艳出生在贫穷的农村家庭，这也意味

着她的童年生活充满苦涩与忧伤。然年轻

的吴艳却充满着青春能量，她勤奋学习走出

贫穷小村庄，毕业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

江油市一家国营棉纺厂工作。

平静生活被打破。思索很久，自认“小时

养过鸡，也算有经验”的吴艳考虑：“回老家

去养野鸡？”2005 年，26 岁的吴艳在全家所有

亲友的反对声中，带着 5 万元钱来到大英县

象山镇，租下场地创办鑫燕野鸡养殖场。

开办之初，养殖场基础差、生活条件跟城

里更是没法比，没有自来水、天然气；创业资

金 短 缺 、技 术 经 验 不 足 、养 殖 场 人 手 不 够

……但她并没有被苦难吓到。通过参加技术

培训、拜师学艺，摸索出科学养殖的方法，使

野鸡存活率大大提高。

创业前两年，吴艳每次从象山养鸡场到

16 公里左右的大英县城推销或办事，她都风

雨无阻地骑自行车往返。一次路上遇到两

条狗追咬，慌乱中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这些

场景让吴艳至今记忆犹新。困难很多，但她

没有退缩，依然勇敢前行在创业道上。

创业三连败
抵押电器兑现承诺

吴艳最开始是用普通母鸡和电热毯进行

了两次孵化，但野鸡蛋孵化有所不同，全都

失败了。

有了两次失败教训之后，吴艳决定砸锅

卖铁也要买孵蛋设备。可亲戚朋友借遍了

也未凑齐费用，最后她想到了下岗工人贴息

贷款。由于企业所在地和户口所在地不同，

跑了半年，贷款也未批下来。后来，还是在

大英县委、县政府的协调下，吴艳终于领到

了 2 万元的贷款。拿到贷款，她立即就买了

孵化机，重新开始孵化鸡苗。

2006 年底，野鸡成功孵化出来，精心管理

下，第一批野鸡成熟，然而市场不买单，产品

卖不出去。吴艳买了三张桌子，自己找了地

方现场煮起了产品，让亲朋好友前来品尝。

通过这样口口相传才渐渐打开了市场。

2007 年，“大英县鑫燕畜禽专业合作社”

正式成立。年底，她接到九寨沟一个 15 万的

大订单。带着创业的喜悦，吴艳和合作社的

农民一起努力。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5·12
地震再次让她滑到了创业谷底。“受地震影

响，客户取消了订单，原本不够的产品反而

成了滞销产品，我只能自己垫资把农民手中

的产品全部收购回来。”最艰难的时候，她把

自家稍微值点钱的电器都抵押给了农户。

2018 年，合作社销售收入 5360 余万元；

年初，合作社野鸡在央视“露脸”，随之而来

的是总额达 26 万元的订单。尽管交出的成

绩喜人，吴艳依然时刻提醒自己，要记住当

年创业的艰辛，“路才会走地更长更稳。”

变身创业导师
辐射带动 6564户人创业就业

“如果没有儿时想要摆脱贫穷、改变命运

的想法，就没有现在的我。”吴艳现在梦不仅

是自己摆脱贫穷，更要帮更多像她一样的农

村人致富，帮更多的创业青年获得成功。

近年来，在吴艳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农

户加入到养殖野鸡的队伍中。他们从合作

社买回鸡苗，把野鸡养大后再卖给合作社销

往外地。吴艳也乐于为养殖户传授养殖技

术，帮助他们扩大养殖规模。目前，大英县

鑫燕畜禽专业合作社发展规模养殖户 586
家，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她还愿意与大家分享拼搏的故事，给予

实实在在的支持。她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

极投身公益活动，不管是“5·12”汶川特大地

震、“4·20”庐山地震赈灾募捐，还是关爱留

守儿童，她都会献上一份爱心。创业数十年

来，吴艳为来自全国各地的 5806 名农村创业

青年、农村留守妇女提供免费培训；直接或

间接辐射带动农村青年创业就业 6564 户。

而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吴艳用脚走

完了四川省 21 个市州去为农村创业者做公

益巡诊辅导以及上创业公开课，把自己创业

中的经验教训和积累的各种资源无私奉献

给广大农村创业者。尤其是她克服高原反

应、冒着危险为凉山州、甘孜州、阿坝州贫困

地区农村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导培训，她还多

次利用寒暑假带着 30 多个从未离开过乡村

的留守儿童到成都去感受都市生活，游学增

长见识，并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

逐梦田野，挥洒青春，奋斗的青春才是最

美丽的，相信吴艳的未来会更加精彩。

今年暑期
亲子游呈“结伴”热

本报讯 暑假已接近尾声，亲子游开始呈

现“最后的疯狂”。日前记者走访中了解到，

近期家长和学生预订出游热情依旧不减。

因为工作忙碌，许多家长都将假期放到

了暑假，也催生了暑假亲子游的持续走热。

记者走访中发现，无论是国内中短线路游，还

是出境游，都在 7 月中下旬逐渐走俏，8 月迎

来了全家出游的高峰。

据了解，随着二孩政策的普及，越来越多

的二孩家庭出现在了游客名单中，据不完全

估计，携 2 名儿童出游的家庭在游客中约为

10%。而据记者从市场中了解到，相熟家庭

相约一同出游的方式在游客中颇为盛行。多

个亲子家庭通过组团出游的方式，既能开阔

孩子眼界、增进亲情，又能为孩子在旅途中找

到玩伴，增添欢乐回忆。

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市民覃宇，就是搭乘

的这趟亲子游“末班车”。上个周末，她和朋

友带着孩子开车到重庆黑山谷去避暑，一共

两家人 4 大 2 小。带孩子去漂流、在奥陶纪探

险，大家一起在那里住了 5 天，才恋恋不舍地

回到遂宁。“我儿子胆子有点小，结果看到同

行的弟弟都敢去高空悬廊，他也鼓着勇气去

耍了，”覃宇对这种结果喜闻乐见：“两个小伙

伴在一起，饭都要多吃一点，”她开着玩笑告

诉记者道。

针对暑期游客不同的出游需求，今年遂

宁的旅行社围绕热门目的地打造了众多个性

化跟团线路。其中北京、上海、广州、三亚、桂

林等旅游城市仍是游客选择的热门。同时今

年遂宁异军突起的，还有部分避暑热线，如内

蒙古、青海等地。

和去年相比，今年暑假出游价格有所上

升，但同比去年基本持平，部分热门目的地比

往年还便宜。城南一家旅行社经理透露，今

年游客预定的产品更高级，高品质酒店、亲子

主题酒店、网红民宿等很受欢迎。根据携程

网大数据分析，今年暑期游客人均消费达到

4000 元，比去年暑期多花 15%。国内跨省游

人均花费 2800 元左右，出境游人均花费超过

6000 元。 （全媒体记者 胡蓉）

潘升兰：
红花湾村民心中的“活雷锋”

在危急关头送孕妇就医，见群众有危险

不顾自身安危跳入河中救人……在群众需要

帮助的时候，大英县玉峰镇红花湾村村委会

主任潘升兰的身影总会出现，村民称她为“活

雷锋”。

2007 年 10 月 25 日晚，大英县玉峰镇红花

湾村邓久林的婆婆突然急匆匆地跑来对潘升

兰说：“我儿媳妇临产了。”当时，潘升兰正生

病在床，但听到这话，立即打电话给街上的医

生。

潘升兰想到邓久林丈夫长期在外务工，

现身边只有 73 岁的老母亲，便不顾自身身体

上的不舒服，来陪伴邓久林，直至医生到场才

离开。第二天一早醒来她就立即前往邓久林

家，刚走近，便听到孕妇喊肚子疼，原来孩子

还没生，接生员却走了。这下潘升兰着急了，

赶车前往镇医院，并将邓久林的情况告知院

长，院长建议最好将其抬往医院。“邓久林已

卧床煎熬 12 个小时了，如果不抓紧时间，后

果不堪设想。”想到这些，潘升兰焦急万分。

到家后，考虑孕妇和胎儿的安全，潘升兰

最终找人一起用箩筐将邓久林抬去医院。随

着手术室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压在潘升兰心

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在手术室看到邓久

林母子平安，她长舒了一口气。

她还曾毫不犹豫地跳下河去救人。2011
年，潘升兰正在地里除草，突然手机响了。

“ 快 、快 、快 ，有 个 小 孩 洗 澡 掉 进 河 里 不 见

了！”邻居喘着粗气在电话里说。听到这，潘

升兰立马放下锄头往河边跑去，一边跑一边

号召大家一起找，最后在寸塘口河边的一块

石头上发现了小孩的衣服。潘升兰毫不犹豫

地跳入河中施救。由于不会游泳，扑腾好久

都无法靠岸，最终在岸边人的竹竿帮助下，她

和小孩成功上了岸。

除了这两次救人外，这些年来，在群众需

要帮助的时候总能见到潘升兰的身影，她勇

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在抢险救灾中保

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群众们都说她是红

花湾村的“活雷锋”。

“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党员应该做的事，

只要我们在生活中多为他人着想，多做点好

事，多把热情、真心传递给他人，这个社会就

会更加和谐和温暖。”潘升兰说。

（全媒体记者 胡蓉）

8月 8日—18日，第十八届世界警察与消防员运动会在成都举行，共有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选手参
与。遂宁派出14名运动员参加了铁人三项、淡水钓鱼（路亚）等10个项目，共斩获2金、1银、3铜。记者走进部分
获奖者，了解到了他们在“世警会”斩金夺银的故事。

傍晚，暑气尚未褪去，记者见到廖玲时，

他正准备跑步回家。廖玲家住河东新区，上

班地点在永兴镇。 2015 年接触到铁人三项

运动后，他每周一半的时间会跑步上下班。

因工作原因，廖玲经常熬夜加班，体重一

度飙升至 160 斤。他决定减肥。一次偶然，

他接触到铁人三项运动，觉得十分刺激有

趣，便尝试着“玩一玩”。这样，慢慢地成为

了一种生活习惯。

这几年，廖玲频繁参加各种铁人三项比

赛，检验训练成果。但是所有比赛中，本次

“世警会”因为一些意外状况显得尤其特别。

比赛前一周，廖玲在训练中意外受伤造

成左手手腕骨折。这对于已经备战了几个

月的廖玲来说，无论是从生理和是心理上，

都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要不要继续参赛？廖玲一直在做心理斗

争。“这是‘世警会’第一次来中国，机会难

得，如果错过不知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比

赛当天，廖玲决定硬着头皮参赛。

铁人三项运动包括游泳、骑车和跑步。

比赛的第一项就是游泳，因为左手受伤的缘

故，在大多数时间，廖玲只能用一只手滑水，

但即便如此，廖玲始终保持在第三名。

进自行车项目时，意外再次发生，因为机

械故障，他不得不停下来维修自行车。“当时

真的有一些崩溃。”面对频出的状况，廖玲迅

速调整心态，用了两分钟时间快速解决机械

故障，并奋起直追，赶超了第二名。

手腕的受伤对跑步并没有什么影响，廖

玲得以发挥出自己最佳水平，很快就遥遥领

先，最终以 1 小时 6 分钟的成绩夺得 30+年龄

组冠军。

除了喜欢钓鱼之外，姜玉峰没有什么别

的业余爱好。2013 年接触到路亚钓鱼后，他

刷新了对钓鱼的认识。

与传统钓鱼方式完全不同，路亚钓鱼讲

究技巧。路亚钓鱼采用的鱼饵并不是真正

的食物，而是金属小片。这就要求垂钓者在

钓的过程中不停运动，通过抖动鱼竿等方

式，让金属小片模拟出受伤的鱼或逃窜的小

鱼，从而引诱大鱼攻击。

由此可见，路亚钓鱼对技术和体能的要

求很高。

“‘世警会’正值最热的时候，我们第一

天适应场地时，有 100 多人参加，但正式比赛

时就只有 90 多人了。”姜玉峰说，比赛当天气

温一度达到了 40℃，因为比赛时间很长，为 6
个小时，很多人因受不了高温而放弃了。

本次比赛的目标有四种，分别是黑鱼、

翘嘴、红尾和青稍，但在适应场地时，姜玉

峰就发现，因为天气炎热的缘故，翘嘴、红

尾和青稍的攻击性大大降低，不怎么吃食，

因此，姜玉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专门钓黑

鱼。

根据黑鱼喜欢在障碍区活动的特点，姜

玉峰特意寻找那些有枯树和水草风貌的地

方。因为长时间在高温下曝晒，比赛进行到

一半时，姜玉峰就感觉天旋地转，并伴有恶

心的症状。“既然选择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

做好，我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遂宁公安。”

抱着这种信念，他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以钓

获重量第二的成绩夺得银牌。

“这次比赛下来后，我感觉比跑半程马拉

松还要累。”姜玉峰告诉记者，因为中暑，他

休养了 3 天才完全康复。

廖玲：铁人三项 30+年龄组冠军 左手受伤，带伤上阵依然斩金

生于 1990 年的唐亚洲，格外喜欢户外运

动。去年受同事影响，他开始接触铁人三项

运动。有不错的运动底子，很快他就在遂宁

铁人三项圈内小有名气。

唐亚洲擅长的运动很多，但本次“世警

会”他只报了铁人三项。“全力以赴备战一个

项目有利于取得更好的成绩。”幸运的是，省

公安厅专门请了资深教练，对四川参赛选手

进行指导训练。因为考虑到工作时间，训练

分为线上训练和线下训练。在整个训练过

程中，唐亚洲十分刻苦，成绩得以大幅提升。

“铁人三项原本的是 1.5 公里的游泳，40
公里骑自行车，10 公里的跑步，但由于天气

太过炎热，有不少运动员晕倒，因此临时改

成了半程。”唐亚洲说，虽然距离缩短了，但

是强度更大了。铁人三项拼是耐力和意志

力，赛程缩短后，对爆发力也提出一定要求。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本次比赛因为

有不少外国选手，无法知晓对方实力，因此，全

凭运动员在比赛中自我调节，控制比赛节奏。

游泳时，唐亚洲只在中等的位置。但他

并不慌张，严格按照自己平时训练来分配体

力，避免逞一时只强。到了骑车项目，他逐

渐上升到了第三名。

完成前两项后，唐亚洲已经头晕目眩，整

个人仿佛虚脱了一般，而第一名已经甩开了

他 1 公里之远。跑步是唐亚洲最擅长的项

目，他克服了身体上种种不适，逐渐将竞争

对手一一赶超。

“当时，也没有多想，脑海里只有一个念

头：该是拼尽全力的时候了！”最终，唐亚洲

以 1 小时 8 分的成绩夺得 18+年龄组的冠军，

领先第二名 300 余米。

唐亚洲：铁人三项 18+年龄组冠军 后来居上，领先第二名 300余米夺冠

姜玉峰：淡水钓鱼（路亚）亚军 即使中暑，也从未想过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