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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倵瑃、周文冲

哪里有花，哪里就有王贞六，还有他的蜜蜂。
草原上的牧民逐水草而居，会赶着牛羊转场。山里

的养蜂人要想养的中蜂多采蜜、多产蜜、产好蜜，也要
学会赶着蜂子去追花。

大山深处的王贞六，因为养中蜂，被人叫过“蜂子
客”。又因为像蜜蜂一样辗转各处，殷勤追花，村民们更
喜欢称他“赶花人”。家家户户养蜂，他养出来的就是不
一样。

王贞六的家坐落在重庆市黔江区黑溪镇一个高高
的坝子上。武陵山腹地的七月，海拔一千多米的山头，
凉风习习，四野无声。王贞六搬上来 100 多箱中蜂。此
时，乌桕树的花已静悄悄地开了好久。

整理蜂箱时，他从不戴面罩，偶尔被蜇一下，也不
怕。后来，他慢慢熟悉了中蜂的习性，也知道怎样与这
些小伙伴们和平共处。他说自己这一生与蜂有缘。

离家几十里山路，赶花人经常要借住别的农户家。
王贞六拖着煤气罐，夹着铺盖卷，还带着一本打印的
书。

这是本介绍养蜂的书，叫《中国蜜蜂学》，王贞六走
到哪，带到哪。“遇到问题时看，没遇到也看。”把饭端给

他，他还要看完这一段。老伴儿跟我们唠叨，快七十岁
的农村老头儿，天天捧着书，能当饭吃吗？

他还真把书看得比饭金贵，比饭香。这一看，王贞
六真的就看出了门道。

王贞六半路出家，赶花赶成了气候，但他来时的路
也走得磕磕碰碰。王贞六年轻时在成都当兵，退伍后回
老家种地。为多挣几个钱，就去工地干爆破的活儿，把
命系在裤腰带上。因年龄摆在那里，2014 年，他一延再
延的爆破资格证再也不能使用了，成了一张废纸。干了
几十年的爆破营生说没就没了，王贞六一下子断了来
钱的活路，仿佛自己也成了废人。

儿子重度残疾，干不了活。他和老伴照顾儿子，还
要喂两头猪。将来有一天，种不动地了，怎么办？他甚至
不敢寻思未来，一想起来脑壳儿就大。

2015 年，王贞六所在的重庆市黔江区启动脱贫攻
坚，他被识别为贫困户。在家门前院坝里，驻村扶贫工
作队给他打包票，该有的扶贫政策肯定到位，希望他也
能主动做点事增加收入，不全靠政府。

武陵山区有个传统，几乎家家户户养一两箱蜜蜂。
王贞六也曾经有两个蜂箱，望天收，一年也收不了两斤
蜜。他对扶贫干部说，养蜂投入少、见效快，但自己养不
得法，想学。

扶贫干部一口答应。没过多久，王贞六接到电话，
区扶贫办组织中蜂养殖培训班，请他来听课。不收学费
和住宿费，每天发 30 块误工补助，来回车票也给报。

5 天时间，他每天最早来，坐在前排，“怕后面听不
清，老师放片子看不清。”只读了三年半小学，凭着自己
在部队读报纸学的字，王贞六坚持听完了课。他把要点
都记了下来，像一个“学霸”。“我前半辈子吃了读书少
的亏，如果再年轻 20 岁，学东西就不会这么费劲了。”

培训班回来，他把自己养蜂的圆桶改成方箱。听说
黎水镇黄泥村有个“养蜂大王”陈明科，他提着见面礼拜
师，带回来几群蜂。借助政府 2000 元到户产业补助资
金，他还添置了蜂箱、隔王板、取蜜机等蜂具，开始养蜂。

那一年，他 65 岁。
2015 年秋天，王贞六养蜂第一年就尝到甜头，收

入近 8000 元。他算了一笔账，养一头猪利润 500 多块，

养蜂赚的钱，顶他养 10 多头猪。

赚的钱他一分没动，加上向亲戚邻居借的一万多
块，他去外地买回来 30 多群蜂。可到了冬天，蜜源不
足，饿死 10 群蜜蜂，损失近万元。

养蜂真是考技术、比耐力，不是上一次培训班就全
会了，自己还得钻。他专门换了一部智能手机，养蜂碰
到难题不会处理，上网搜索“中蜂养殖技术”“蜜蜂幼虫

病防治”，他发现不少网上的知识也来自书本。
培训班发的书快翻烂了，他还想多看几本。王贞

六坐车进城，找遍区里两家书店，没找到养蜂的书。
到畜牧局问，养猪、养羊、养鸡、养兔的书都有，却没
有养蜜蜂的。畜牧局说，养蜂技术是养殖业里最难学
的。

他请扶贫干部帮忙找，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
人员传给他一个电子书。去街上复印社问，印下来要
500 块钱，王贞六没舍得。一个开培训学校的老乡免
费帮他印了书，1100 多页。

王贞六每天晚上看完新闻，就捧着这复印的宝
贝，读一两个小时。遇到雨天，不出去摆弄蜂，看书的
时间更多。他几乎可以背下每一章节的题目，找什么
内容，一翻就是那一页。从蜂王产卵到出幼蜂多少
天，幼蜂多少天可以采蜜，他都烂熟于心。

他渐渐有了心得。为了采到更多更好的蜜，王贞
六开始追花。五倍子花在高山，就上山追；乌桕树开
花，就转过去。从 3 月油菜花开，到 11 月最后的花瓣
落下，王贞六一年转四五次场，在山上住大半年。村
民看到他就说，追花客又来耍了哦，花开得好哦。

通过这一系列操作，他的养蜂水平突飞猛进。
2016 年，王贞六的养蜂规模扩大到 50 多群，一下子
收入 8 万元，是前一年收入的 10 倍。这个每天看书
的老头儿，成了脱贫致富带头人。村民赞叹他真有两
下子。连当初教他的师傅都到他家参观，夸他能干。

2017 年，王贞六的蜂群扩大到 200 多群，当年
收入 20 多万元。

从 2015 年的 8000 元，到 2016 年的 8 万元，再
到 2017 年实现收入 20 万元，王贞六三年三级跳，一
年比一年跳的步子大，他感觉自己像做梦似的。武陵
山区的王老汉，六十五，始发愤，读书籍，四年来与蜂
共舞，终于在古稀之年到来前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镇里的帮扶干部到他家，问他还有什么困难。王
贞六提了一个请求，想把技术传给更多人，带动村里
人养蜂。“我在苦瓜水里泡了 40 年，现在落到了蜂蜜
罐里，应该知恩图报。”

王贞六对着村里的贫困户名单，挨个打电话。想
尝试养蜂的 30 多户贫困户，他每户免费送了一到两
群蜜蜂，还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有问题随时联系。
送给贫困户的都是好蜂，他再三叮嘱，一定要爱惜。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王贞六成立了担子
坪中蜂养殖合作社，带动 25 户贫困户养蜂，山里又
出现了一批新的赶花人。贫困户帮贫困户，帮出了真
情，也帮出了效果。2018 年，他们的合作社蜂群发展
到 300 多群，收入近 30 万元。

镇农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说，培训班年年办，像
王贞六这样没啥基础，靠自学干成产业的，还真少
见。

以前在台下听课的王贞六，现在有时也被当地
扶贫办请上台讲养蜂技术。几年前和他一起上培训
班的同学，有几个也来听课了，“你都上来讲课了，我
们怎么就没养好，还在听课呢。”

看书啊！他说，吃得读书苦，才有蜂蜜甜。

人穷志不穷，半路出家苦学养蜂技术，从贫困户变成脱贫致富带头人

65 岁“学艺”，贫困户年近古稀实现人生逆袭

王贞六在查看蜂箱。

本报记者周文冲摄

山里赶花人

武武陵陵山山区区的的

王王贞贞六六，，六六十十五五，，

始始发发愤愤，，读读书书籍籍，，

四四年年来来与与蜂蜂共共舞舞，，

自自己己脱脱了了贫贫困困帽帽，，

还还带带领领村村民民向向前前

冲冲

在群山环抱的贵州黎平县尚重镇盖保侗寨，梯田
层层、溪流潺潺。清早，袅袅炊烟徐徐升起，与山间云雾
融为一体。这时，盖保村里的一群年轻姑娘，已经开始
忙着梳妆打扮，逐渐进入工作状态。

帮村里销售土特产、宣传保护侗族文化……在镜
头面前，一群名为“浪漫侗族七仙女”的年轻姑娘尽力
展示。“这是我们的扶贫新模式。”盖保村第一书记吴玉
圣从 2018 年 2 月开始驻村扶贫，是这群年轻人的组织
者。他说，组建这个团队源于盖保村自古便有的“侗族
七仙女”传说。

为了宣传盖保侗寨的民俗风情，吴玉圣没少花心
思。但在村民眼里，这样的第一书记却似乎有点“不务
正业”。不理解、不支持的声音持续不断，但吴玉圣和这
群年轻姑娘坚持了下来。

经过一年的经营，“侗族七仙女”从起初的几百粉
丝，逐渐增长到现在全网粉丝接近百万。这群年轻人也
摇身一变成为盖保村的“带货达人”。

其中一名成员张国丹告诉记者：“侗族服装，当地
的腌鱼、米、茶叶等，都成了我们在短视频或直播平台
上热销的产品。”

“‘侗族七仙女’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盖保村贫困户

吴永荣说，他去年联合其他 14 个贫困户种植了 17 亩
左右的生姜，但因销路窄导致滞销，经过“侗族七仙女”

在直播和短视频平台上的宣传，订单纷至沓来，只用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6 万多斤的生姜便销售一空。

“农户自己费力把生姜拉到镇上去卖，最高也就卖
到每斤 3 元，我们在平台上卖到了每斤 5 到 8 元，给
15 个贫困户带来 30 余万元的直接收入。”吴玉圣告诉
记者，在各级政府和贫困户的共同努力之下，盖保村已
在 2018 年底脱贫摘帽。

“脱贫了，然后呢？”吴玉圣说，侗乡的未来当然不
止于此。“下一步的乡村振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他
说，“振兴乡村需要人，一直以来，村里的老百姓都想着
走出大山，努力往外面奔，如今家乡发展越来越好，逐
渐吸引了一些大学生返乡。”

“侗族百姓爱唱歌，年长者教歌，年轻者唱歌，年幼
者学歌，歌师传歌，代代相传。但眼看歌师越来越少，我
也想借助我们的宣传，让更多侗族年轻人学习琵琶歌、
侗族大歌，让更多人了解侗族文化。”吴玉圣说，下一
步，“侗族七仙女”还要走出盖保，走出黎平，去更多少
数民族村寨交流互动。

(记者刘智强、杨欣)据新华社贵阳电

“七仙女”助脱“贫困帽”

眼下，在深度贫困的新疆和田地区，当地围绕“羊
产业”深耕细作，探索出“多级养殖”延伸产业链的扶贫
模式，使“扶贫羊”产业正成为当地脱贫攻坚工作的“领
头羊”，产业精准帮扶显现良好脱贫效果。

“策勒、于田两县每年花不少钱从其他省市买羊，
却杯水车薪，优质种羊亟待本地化生产、规模化供应。”

和田地区发改委副主任、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项目组
组长李玉福说，当地农户有养羊传统，饮食习惯以羊肉
为主，但羊繁殖率低、品种退化，且饲养方式粗放、产业
化程度低，本地畜产品供给不足。

为此，天津食品集团和奥群牧业公司在策勒县注
册成立津垦奥群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在策勒县固拉哈玛
镇投资建立年供种能力 1 .8 万只规模的核心种羊场。项
目核心区达产后，可改良 45 万只当地母羊，并通过三年
时间实现策勒、于田两县 100 万只绵羊改良升级。

“当地村民可以在企业打工，企业还收购芦苇、苜蓿
草等，羊产业带动了当地农户增加收入。”津垦奥群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士友说，企业还投入援疆资金，
为贫困户购置扶贫母羊，农户入股核心种羊场和肉羊扩
繁场，由企业负责统一经营管理，年底享受入股分红。

和田地委副书记、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李
文运说，通过入股分红和劳动务工两项收入，可实现建
档立卡贫困户年均增收约 5000 元。

目前，企业投资 8000 万元、援疆省市配套资金
1 . 04 亿元，在当地建立了以县为单位、可复制的“龙头
企业(总场)+基地(分厂)+合作社+养殖户(贫困户)”四
级肉羊扩繁体系，建成策勒、于田县两个核心种羊场，
并推动周边建设 20 个扩繁分厂、改造 151 个养殖合作
社、发展 1425 个养殖大户。

与此同时，和田地区还推动建设涵盖种羊良种扩
繁、饲草生产、屠宰加工、技术培训在内的“四大体系产
业链条”，补齐畜牧业脱贫攻坚短板，其中，启动建设的
年生产能力 12 万吨的饲料厂和年加工能力 50 万只规
模的屠宰厂，实行品种、饲料配方、疫苗防疫、技术服
务、保护价收购的“五统一养殖模式”，目前已实现 63
万只规模养殖，促进直接就业 1959 人，直接帮扶 6321
户贫困户稳定脱贫，辐射带动 1 . 5 万户贫困户脱贫增
收。据初步测算，和田地区将通过“扶贫羊”产业脱贫
17 . 46 万人，占全地区贫困人口的 18 . 7%。

(记者关俏俏)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扶贫羊”成了“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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