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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岁，他和妻子双双下岗
——一位退伍军人艰苦创业的故事

在宁波，有这样一位退伍军人的故事令人动容。
32 岁，他和妻子双双下岗。
32 岁，他们从零开始，背井离乡来到宁波，住阁楼、卖保险、做兼职……
打工一族吃过的苦他们都吃过，但“从未失望，从未抱怨，而是时刻准
备着”——
终于，成功选择了这个乘风破浪的退伍兵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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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岁，夫妻俩双双下岗

虞辉是安徽歙县人。
1989 年，
18 岁从高中毕业后就
参军到了武警部队江西总队宜春支
队，1992 年退伍回来被安置进了一
家国企。当时他被分到乡下一家茧
站上班，那里条件艰苦，
因为旱涝保
收，除了看报、喝茶，就是打麻将。
虞辉不甘心这样混日子，闲暇时间
报名读了安徽大学法律专业的成人
自考大专班，
一有空就读书学习。
这个工作热情、与众不同的小
伙子吸引了同单位的姑娘徐蓉，他
们很快相恋成婚，1995 年，生下儿
子。而那一年，虞辉也顺利通过自
学考试，拿到了大专文凭，一跃成为
茧站学历最高的职员。
他的上进努力和业务能力得到
上级欣赏，很快被任命为茧站站长，

B

从零开始吃尽了苦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虞辉做出
的选择竟然是：把孩子托付给当老
师的父母照看，自己和妻子出去打
拼，目的地：
宁波。
一家人都猜到了虞辉想出去闯
荡，但他们觉得那也应该是虞辉待
过一年的义乌，而不是陌生的宁波。
虞辉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看了中
央电视台关于宁波的广告片，
他直觉
宁波的发展环境远远强于义乌。
2003 年，虞辉带着妻子来到了
宁波石碶，
以每月170元的租金租了
石碶村一处农民自建房的四楼阁
楼。阁楼没有卫生间，更不用说空
调，
夏天像蒸桑拿，
冬天漏风刺骨冷。
虞辉应聘进了一家保险公司拉
业务，妻子则在镇海澥浦一家公司
找了份会计的工作。
那时的交通不发达，没有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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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还在歙县县城中心买了一套
房。
但是好景不长，
由于各种原因，
企业效益每况愈下，单位允许职工
停薪留职。
虞辉果断停薪留职来到浙江义
乌国际商贸城，应聘进了一家彩印
公司任人事部主任。来到这里虞辉
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自己的
知识太匮乏。
2001 年，虞辉从义乌回到老单
位后，又报了安徽大学律师专业的
成人自考本科班学习。2003 年，单
位改制裁员，他们夫妻俩被迫买断
工龄下岗。那年,他 32 岁。
那时虞辉的儿子才 8 岁，夫妻
俩却双双失业，
未来的路怎么走？
他们一家站在了十字路口上。

只有公交。徐蓉每天早上天没亮就
要起床，走一二十分钟的路到公交
站，然后搭公交再转乘到镇海澥浦，
这一趟路上就要花将近两小时，每
晚回到家都是八九点钟。
虞辉心疼妻子，咬着牙鼓励安
慰她，而他自己也是一样，
上班虽没
那么远，每天东奔西跑之余还多做
了一份拓展培训的兼职。每天回到
那个小窝也几乎是累散了架，但他
当时的本科自考还有几门没结束，
于是又秉烛夜读学习……
回忆那段日子，
虞辉告诉记者，
其实当时并没觉得有多苦，也就是
觉得生活条件差一点而已，心里很
清楚这样的日子只是暂时的。
虞辉是有底气的。而他的底气
就来自于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懈怠，
一直在加强学习准备着。

借钱创业完成蜕变

在这两年的打拼过程中，他一
直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
而最让他觉得如鱼得水的就是做拓
展训练，他特别感谢做兼职时带他
的师傅帮他打开了这扇门。
而这边，保险公司的经理要去
上海，想带他走，但虞辉婉言谢绝
了，说自己想创业，老领导二话没说
借给他 10 万元做创业资金。
于是，2006 年 1 月 18 日，虞辉
拿着这 10 万元注册了自己的拓展
培训公司，带着几位追随自己的小
伙伴开始了创业。

他拿了 6 万元去杭州湾租了地
方作为培训基地，后来钱不够发工
资，他就趁春节回家卖了老家的房
子给小伙伴们发工资。
在虞辉给记者的一张照片上，
记者看到虞辉一手牵着儿子，一手
被妻子挽着，
和两个创业伙伴一起，
意气风发地走在路上。
虞辉说那是他们创业最艰难的
时候，但是记者在他们眼神里并没
有看到一丝愁容，而是看到了一道
道光，对未来充满渴望的光。

D

虞辉在进行拓展培训。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工作高标准生活低要求

正是对未来的渴望，让他们挺
下 了 两 层 复 式 公 寓 楼 ，送 给 了 妻
过了那个难关。
子。而这也在公司被人传为佳话：
2006 年 5 月，虞辉贷款在江南 “别人结婚纪念日送项链，
虞总直接
绿洲买了房子，
装修好，
从阁楼搬进
送老婆房子，
真壕！”
了宽敞的新家，把儿子也接到了身
其实虞辉生活中并不壕，他常
边。
说自己在部队上受的教育就是“对
2007 年，妻子徐蓉为了提高业
工作高标准，
对生活低要求”
。暑假
务能力，
帮助丈夫管理好公司，先后
儿子想买山地自行车，他就让儿子
在宁波大学通过共计四年的业余自
冰好矿泉水去小区门口换了凑钱去
学，
获得了会计电算化大专、工商管
买。儿子追求名牌，他就告诫儿子
理本科文凭。
不要在乎外在的虚荣，更要注重内
2011 年 ，虞 辉 的 业 务 越 做 越
心的强大。为了帮助儿子更好地成
大，
并发展到杭州、温州、绍兴、金华
长，在儿子 2014 年从浙江商业技师
等地。
学院毕业后，
他又让儿子报名参军，
2012 年 8 月 8 日，是虞辉和妻
去广东武警部队服役，5 年后退伍
子结婚 18 周年纪念日，为了感谢妻
归来凭本事应聘进了本地一家大型
子这么多年的不离不弃，陪着自己
企业做了总经理秘书。
吃苦，
努力学习陪着自己创业，他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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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

而虞辉对工作的高标准，他的
总特地带着全体受训人员向虞辉鞠
客户最有发言权。
躬致谢……
2019 年上半年，虞辉的母亲病
虞辉在业界的信誉就是这样一
重住院，
虞辉经常是培训完了，一有
点点积淀起来，而同时积累的还有
空就开车回安徽老家，和妹妹一家
他的无私奉献。
轮番守候照料母亲。
虞辉一家在江南绿洲住了 14
5 月 25 日，是虞辉与奉化溪口
年，而他早已经爱上了宁波这座城
一家企业约好的团建培训的日子， 市，
把自己当成了宁波人，
小区谁家
第一天的培训由他主讲。而 5 月
有个什么事他都主动帮忙，有纠纷
24 日傍晚，虞辉还在安徽老家母亲
他都主动居中调解，热心的他已连
病榻边上。那时母亲已进入弥留之
任了 3 届业委会主任，而且还在街
际，到了傍晚，虞辉急着要返回宁
道、社区的帮助下成立了义工工作
波。
室，发挥大家的所长为小区服务。
亲人们都有些不理解，为何不
他们一家也因此被评为 2019 年度
送母亲最后一程？
“浙江最美家庭”
。
虞辉含着泪说，
君子重承诺，
要
虞辉告诉记者，他之所以会牺
是母亲知道也会答应自己的。他俯
牲这么多休息时间为小区居民做这
下身给母亲道完别，就开车连夜赶
么多事，是因为自己经受了这么多
回了宁波。当他早上刚赶到溪口不
磨难，
看过了这么多人情冷暖，
特别
久，
妹妹电话就打来，
母亲走了。
珍惜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情。
虞辉止不住眼泪成行，但他最
他说，人这一辈子会遭遇多少
后还是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走上了
困境？没人知道。但是，面对困境
讲台，
完成了精彩的培训课程。
的态度，
却可以选择，
因为机会总是
当课程结束，主持人向公司老
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总汇报了虞辉家里的突发情况，老
记者 张晓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