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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欧甸丘

2017年 4月开始，受组织派遣，我离开
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记者岗位，奔赴武陵山区
的国家级贫困县——石阡，参加中央单位定
点扶贫工作。两年多来，走遍了石阡的 200
多个村庄，收获了一批批精彩的故事。

石阡最励志的故事要数五德镇团结村
的“绣爷”—— 44 岁的吴琰。他身上有很多
特殊的标签：残疾人、贫困户、单身汉、重症
患者。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不等不靠，通
过顽强奋斗追求美好生活。

“绣爷”的顽强意志，深深打动着我。

“清明上河图”

2018 年 4 月，我陪同县委书记皮贵怀
到五德镇调研，每到一个村都选择走访几
户贫困户。当来到团结村时，镇党委书记周
胜带领我们走进了吴琰的家。县委书记来
到吴琰家时，他不仅没有像一些贫困户那
样诉苦，还立即拿出自己刺绣的得意之
作——七米长的“清明上河图”，展示在书
记面前。

七米多长的刺绣，要三个人一起拿着
才能全部展示，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吴琰
花了三年时间，用了 72 种不同颜色的线，

绣成了这幅有 400 多个人物形象的十字
绣。“桥这个地方最难绣，人流太密集，光这
一小段就花了三个多月时间。”他指着刺绣
上那座人流如织的大桥说。

面对这块刺绣，当时我们都震惊了！
吴琰罹患的是一种罕见病——渐行性

肌营养不良，四肢上的肌肉全部萎缩，没有
力气。他绝大多数时候只能蹲在地上，站起
来要费很大力气，右手抬不起来。他的大腿
还不够我的手臂粗，手臂则像十三四岁孩
子的那么细。

“没有肌肉了，只剩下皮包骨，如果再
恶化下去，可能左手也抬不起来了。但是我
的手指很灵活。”吴琰说。他的病开始于
1990 年，那时他刚刚初中毕业，只是感觉
手脚发酸、没有力气，后来逐渐严重到站不
起来了，才决心去治疗。尽管随后的十多年
四处求医问药，仍没有取得任何疗效，他最
后放弃了治疗。

2018年 12月，我和新华社贵州分社的
几名记者再次来到吴琰家里，坐在那间烧着
柴火的厨房里，一边烤火，一边聊天。我问：
“你为什么要绣这样一幅‘清明上河图’？”

吴琰说，2013 年，在一个电视综艺节
目上，他看到一位罹患白血病孩子的母亲
为了给孩子治病，刺绣了一幅“清明上河
图”，在当天的节目上卖了 18 万元。当时他
就决定刺绣一幅同样的十字绣出来，“能卖
出 18 万元那就太好了。”

他从县城花了 1000元买来全套布、线、
针、剪刀、架子，凭借小时候纳鞋底的“刺绣”

基础，第二天他开始绣起来。从 2013 年 10
月 28 日开工，到 2016 年 10 月 28 日结束，
他天天坐在草凳子上，趴在刺绣架子前针走
如飞。“每天除了睡觉和吃饭，一天至少绣 12
小时，草凳子坐坏了 3 个。”吴琰说。
刚开始刺绣时，村里有人说吴琰疯了。

“不去好好养点猪和羊，天天做这些没用的
刺绣！”

“那是我的梦想，成与不成，做了才知
道。”吴琰绣到一半时，也想过放弃，但“都绣

了几亿针了，放弃太可惜”，他又坚持了下来。
吴琰的房间里，仍旧摆着当年刺绣的

工具，几根竹竿架起织布，被固定在桌子和
几块砖头上，旁边放着一个一尺高的草凳，

附近摆着一堆丝线。谁能想象一个简单得
不能再简单的小作坊里，竟然出现了这么
一个“奇迹”！

“清明上河图”完工后，吴琰立即把照片
挂到淘宝网上标价 15 万元出售。江苏那边
有人还价 7万元，后来有人出价 10万元，但
吴琰都没有同意。“如果卖不出去，我就自己
收藏着，反正现在不缺吃饭的钱。”吴琰说。

快乐把歌唱

歌声最能震撼人心，也最能传递乐观的
生活态度。吴琰的爱好是唱歌，他的歌声尽管
粗糙，但乐观和快乐却感染了身边所有人。

在吴琰的卧室里，摆着三脚架、麦克
风、耳机，旁边还有一个草凳子。平时，吴琰
就坐在这个小凳子上，用手机连接麦克风
和无线网络，戴上耳机，便开始纵情歌唱，
通过唱歌软件跟他的粉丝们互动。我在他
的手机上看到，在唱歌软件上，吴琰的粉丝
数量已经有 4000 多个。每次吴琰开唱，总
有人“打赏”。

吴琰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
妹。尽管哥哥的经济条件比他好，但是 79
岁的老父亲还是乐意跟这个小儿子一起
住。用吴琰父亲的话说，“经常有记者来采
访，我这个儿子肯定不一般。”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至少在我看

来，这里有太多悲戚的因素：儿子残疾且罹
患疾病、家庭贫困、房屋简陋、父亲年老体
衰……但从这对父子身上，却看不出半点
沮丧和颓废。

“有梦就去追，没钱就想办法去赚，没
房子就想办法去盖，有病就去治，想着自己
有多痛苦，除了给自己增加痛苦之外，不会
有任何用处。”这朴素的语言里，蕴含着吴
琰的生活智慧。

2007 年，吴琰的老房子已经烂得不能
再住，于是他决定用仅存的 1 万元建房子。
“当时政府补助我 5000 元，然后我再去信
用社借了 3 . 6 万元，就把现在这个两层小
楼修起来了。”

吴琰说，现在他需要去买一个新的手
机，因为他的手机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软
件，内存不够用，唱歌时老是卡壳，“跟不上
时代形势了”。

一个生活极其平凡的乡村中年单身
汉，居然并不缺乏生活情趣。

顽强的生命

“为了生活，要像寻宝解谜一样，身体
动不了的时候，脑筋在动，体力不行的时候
就用脑力。”人生的路各有坎坷，吴琰追逐
梦想、追求幸福的人生态度总是时时带给
我诸多启示。

石阡农村大部分家庭都养两头猪，快
过年的时候，卖掉一头便有钱过年，宰掉一
头做成腊肉，未来一年便有肉和油吃。尽管
行动不便，但吴琰也养着两头大肥猪，平时

就在房子旁边的地上种些红薯，用厨房的
大铁锅把大米、红薯藤、红薯熬成一锅当饲
料。吴琰指着厨房火炉上挂着的黑色腊肉
说：“这是去年的腊肉，还没吃完。”

喂猪能解决吃肉的问题，但没法解决
经济上的贫困。2001 年和兄弟们分家之
后，吴琰便独立生活。当年，他就承包了 10
亩烤烟，自己没法干活就雇人，别人一亩烤
烟能赚 3000 多元，他种烤烟的收入除去雇
人的成本只剩下 2000 多元一亩。后来几
年，又开始养羊和鸭子，最多时他养过 49
只羊。“ 2014 年因为天气不好，到处发洪
水，当年烤烟就亏了 4000 多元，从此便不
敢再搞了。”吴琰说。

不搞烤烟，吴琰又寻到了另一个致富门
路——搞网络代购。侄女教他用智能手机
后，他偶然发现淘宝上的很多货物要比镇上
的同类货物便宜很多。他悄悄跑到镇上的那
些商店，把商品的价格都暗暗记下来，拿回
来一一与淘宝上的最低价对比，再从网上把
价格更低的商品买回来再拿去卖。

“镇上的机油 50 元一瓶，我 20 元从网
上买回来，28 元一个卖出去；搞焊接的气
瓶镇上卖 150 元一个，我 98 元从网上买下
来，120 元一个卖掉……”吴琰还趁“双十
一”搞活动时抢购些货回来，慢慢地卖。吴
琰说，在搞代购这条路上，他从来没有亏过
本，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但随着智能手机
普及，如今农村十个人里有九个都会操作
网购了，吴琰的代购财路慢慢收窄，以至于
最终他只好彻底放弃。

代购搞不成，吴琰又开发了新的生意。

云贵高原是中国的天然药材宝库。
吴琰一边跟着村里的老中医学习中药，

一边自己拿着药书认真攻读，掌握了几
百种草药的性状、药性及使用方法。他的
宿舍里，堆着六个大筐，里面装的全是他
从山上采回来的野生中药。“这个是刺梨
果，清热解毒；这个是肺心草，清肺用的；
这个是鸡冠花，治疗妇科病；这个是车前
草，治疗咳嗽的……”吴琰一边清理药
材，一边详细跟我介绍。

打纸钱是他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

一年能赚 3000 多元。他从网上买来黄纸
和打纸钱的工具，每天坐在房间里一锤
子一锤子地把黄纸做成纸钱。“每叠纸钱
要钉七个眼，并且要用力打，要不然钉不
穿就废了。做好的纸钱每把成本 3 元，能
卖到 5 元。”吴琰说。

每逢农历二、五、八之日，村里赶集
的时候，吴琰就开着小三轮带着自采的
中药材和自制的纸钱去集场卖。

2014 年，吴琰被村委会评为贫困
户，一直享受着国家低保政策和残疾人
补助政策。自身努力，干部帮扶，加上政
策补贴，吴琰和他父亲的生活质量在一
天一天提升。

吴琰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能找个女伴
成家。“只为那次你深情的眼神，从此我就
为你丢了魂，人只为你相思，心只为你封
存，好想好想做你今生最爱的人。”采访那
天，吴琰坐在草凳子上唱起了这首《多想做
你最爱的人》。他的歌声调门基本不准，但
充满感情的演唱却令我感到灵魂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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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调研组

安徽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革命战
争年代曾是红四方面军、红 25 军的主要发
源地，10 多万金寨儿女为革命胜利而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为根治淮河水患修建水库，
金寨 10 多万群众又搬离家园、移居深山。
2011 年列入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
全县 210个山区村中贫困村就有 71个。花
石乡大湾村就是其中最贫困的山村之一。

“大湾好风景，出门就是岭，不是石头绊
了脚，就是茅草割了颈。”这曾是大山窝子里
的大湾村的真实写照。村里的干部群众为了
摆脱贫困奋斗了几十年，但直到 2014年底，
全村 37个村民组 928 户 3348 人中，仍有
554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近 17%。

2015 年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后，大湾
村抓住新的历史机遇，发扬革命老区自强
不息、勇于奉献精神，干部群众齐心协力，
撸起袖子加油干，脱贫攻坚一年上一个新
台阶。2016 年 4 月 2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来到村里考察调研，与乡亲们共商
脱贫攻坚大计，指示要采取稳定脱贫措施，
建立长效扶贫机制，给大湾村干部群众以
极大的鼓舞。经过几年的发展，2018 年大湾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4032 元，实现整
村脱贫出列。

搬迁住新房

2016 年前，全村有 207 户住在阴暗潮
湿的危房中，其中 18 户的老屋有上百年历
史，住上新房是村民们一辈子的梦想。县里
经过反复研究，结合大湾村实际，最大限度
利用各方面、各层级扶助政策，叠加使用易
地扶贫搬迁、宅基地改革、移民避险解困、
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统筹解决重点贫困
户搬迁费用，努力“将一片肉变成一盘肉”。
现在建成的大湾组、方湾组、基湾组、中心
村庄 4 个集中安置点，入住贫困户 62 户

201 人，他们都没有花多少自己的钱就住上
了新房。村民陈泽平是第一批搬进安置点
的贫困户。当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家，问
他愿不愿意搬到山下去，他回答说：“党的
这个政策好，我欢迎。”如今他告别住了 50
多年的破旧住房，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居。房
子沿小溪而立，屋内家具电器一应俱全，茶
几上摆着两个鱼缸，寓意“年年有余”。

安置点按照美丽乡村建设要求，规范
了猪舍、鸡舍养殖场地，实行污水统一处
理，在环境卫生方面做到房前屋后干净、窗
户干净、屋内干净、厨房干净、厕所干净、个
人卫生干净，生产生活用具摆放规范，村庄
环境整洁有序。住进新居的村民，完全改变
了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他们说，党和政府
的搬迁政策解决了自己这辈子最大的事
情、最重的负担，现在就有信心搞好发展、
培养好孩子了。

看病不再愁

由于地处深山，因病因残致贫一直是
老大难。2014 年，村里贫困户中因病因残致
贫的高达 71% ，好些家庭“辛辛苦苦奔小
康，一场大病全泡汤”。这几年，在上级党委
和政府帮助下，村里充分利用各方面政策
资源，逐步建立了多层次的医疗帮扶机制。

村里建起两处卫生室，各配备 2 名医
生，给每个贫困户明确家庭签约医生，防止
“小病不治成大病”、“小病没发现，大病花
大钱”。

县中医院安排医务人员，定期到村组开
展义诊和健康咨询，并对贫困户特别是因病
因残致贫的贫困户实行一对一医疗帮扶。村
民周秀凤，父亲因为胃癌去世，母亲冠心病、
高血压缠身，女儿又患慢性骨髓炎，全家病
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县中医院副院长周颖
结对帮扶她家后，一个月去她家两三次，每
次都带上管用的药，使她感觉就像亲人一
样。她说：“以前像挑一百斤的担子，现在肩

上轻了七八十斤，我又活过来了。”
在医疗政策上，实行“三保障一兜底一

补充”的综合医疗保障全覆盖。贫困户在县
域内、市级、省级医疗机构就诊，个人年度
累计自付费用分别不超过 3000 元、5000
元、1 万元，村民们称之为“351”政策；贫
困慢性病患者一个年度内门诊医药费用，
经基本医保等报销后，剩余合规费用由补
充医保再报销 80%，村民们称之为“180”

政策。贫困户汪能保，老伴患高血压，常年
靠降压药维持；他曾患胃癌先后住院治疗
多次，花费很大。如今老两口一个月药费接
近 5000 元，但并没有因此返贫，他逢人就
说“好政策救了我的命”。

发展拓门路

过去，大湾村人单靠种点粮食、蔬菜维
持温饱。这几年，村里努力寻找和挖掘自身
优势，不断在发展生产、增收致富上动脑筋
想办法。

一是做大茶产业。“六安瓜片”是金寨一
张名片。村里坚持生态茶乡定位，在上级有
关部门支持下，积极改造提升 1000 多亩老
茶园，新建 1000多亩标准化茶叶基地，形成
近 3000亩种植规模。同时，在中央定点扶贫
单位帮助下，合作发展小规模精品有机茶园
50 多亩。村里还引进茶产业龙头企业，采取
“企业+农户”模式，企业经销，农户务工，打
造大湾茶叶产业链。现在，大湾产的“六安瓜
片”名气越来越大，村民卖茶都要揣着身份
证，向客户证明原产地就是大湾村。

二是搞旺旅游业。大湾村在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马鬃岭脚下，紧邻国家 5A 级景
区天堂寨，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林海碧波，
秋有松竹含香，冬有雪压青松，加上革命老
区的红色资源，发展旅游很有条件。村里利
用这些优势，发展民宿，搞起 20 多家农家
乐，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三是壮大种养殖业。村里利用山区山

场面积大的优势，采取“专业合作社+养殖
大户+贫困户”模式，引导贫困户发展黄
牛、山羊、黑毛猪、土鸡等特色养殖。同时，
继推行光伏发电扶贫后，又探索出农光互
补模式，利用光伏板间隙地种植大棚灵芝。
每个大棚种植 8000 棒灵芝，每年实现经济
效益 4 万元，直接带动贫困户显著增收。

现在，大湾的村民初步过上了“山上种
茶、家中迎客，白天忙活、晚上数钱”的日
子。他们说，过去“一年吃不了一顿肉，人人
肌瘦脸发黄”，现在“远近出门车轮滚，家家
处处地生金”。

致富靠奋斗

在大湾村，比勤劳、比致富已经成为新
风尚。村民们都相信，只要干部群众铆足了
劲，拧成一股绳，用双手去努力奋斗，就一
定能脱贫奔小康。

干部决心大。大湾村党总支书记何家
枝感慨地说，当年村干部工作难干，自己每
天晚上都坚持看书，天天想着考出大山。如
今，看到自己的辛苦能够帮助乡亲们脱贫
致富，很快乐，很有成就感。村党总支第一
书记余静前不久查出喉咙长了息肉，手术
后医生嘱咐要休息一个月，但半个月后她
就出现在村里。她下乡扶贫 4 年多，成为不
少贫困户的“孝顺女儿”，可自己年幼的女
儿却“养在手机里”，只能在工作之余视频
联系。她说：“只要大湾村一户不脱贫，我就
坚决不撤岗。”一位扶贫干部告诉我们，大
别山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是老区的“底色”，
在脱贫攻坚爬坡过坎、攻坚拔寨的关键时
期，更要苦干、实干、拼命干。

党员热情高。村党总支建起脱贫攻坚
“联帮”平台，村里党员户、入党积极分子
本着就近就亲、量力而行原则，选择贫困
户进行帮扶。贫困户杨习伦，在党员俞绍
奇帮扶下成了养殖大户，今年还准备办农
家乐。他拆掉家中新房临街的那堵墙，改

成落地窗，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日子就
是要晒出来”。党员周端信说，如今党支
部开会，话题主要是脱贫致富，大家都
七嘴八舌献计献策，明显比以前热闹
了，党员更像党员了。

群众信心足。余静回忆，刚来大湾
时，村民对脱贫致富没有底气，也没有办
法，经过这几年努力，大家眼里都是藏不
住的活络，“头脑一转就是一个主意”。年
近七旬的陈泽申，中年丧子丧妻，曾为了
“转运”，听风水先生的话改了家里大门
朝向，然而真正改变命运的是党的好政
策和自己的双手。这几年，他的生活一年
一个样，先是忙着养羊、种天麻、采板栗，
现在成了茶厂的工人，收入以每年 1 万
元速度增长，2017 年主动申请摘了贫困
帽。见到我们，他兴奋地说：“咱可向总书
记拍着胸脯保证过，不怕年纪大，就怕志
气短，躺着等帮扶，这事我不干！”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
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
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这首诞生于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曲，表达了
老区人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天下、做
主人的幸福喜悦之情，也成为今天金寨
干部群众首选的手机铃声，他们自豪地
称之为“县歌”。金寨县委书记潘东旭感
慨地说：“前天，铭记红色土地、烽火峥
嵘。昨天，难忘艰难岁月、负重前行。今
天，感恩各方关爱、砥砺奋进。明天，希冀
美好愿景、造福人民。”当地干部群众坚
信，只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大力弘扬老
区革命精神，就一定会迎来更加幸福美
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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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琰在介绍“清明上河图”最难绣的部分。 本报记者欧甸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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