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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忠华、王井怀

勤劳都是相似的，懒惰却各有不同。
吕梁山深处的黎掌村曾有几位懒汉，要么沉

迷空想，要么无所事事，要么坐等靠要……眼下正
是脱贫攻坚“啃硬骨头”的冲刺阶段，这些懒汉无
疑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他们真的扶不起
来吗？精准扶贫入村后，驻村干部夯实党建“支撑
点”，点亮村民“荣誉点”，号准懒汉的“懒惰点”，
刺激他们的“兴趣点”，帮助他们走上了寻“勤”
之路。

懒，各有各的借口

2015 年以前，到山西蒲县黎掌村走一圈，人
们时常看到一位老汉，坐在屋顶上，手把茶壶，遥
望青山。他说自己在思考：是养牛、养猪，还是养
蜂、养狐狸？这一想就是好几年，人却不肯走下屋
顶，脚踏实地干起来。

老汉叫石玉良，年轻时也折腾过。20世纪 90
年代他开小铁矿赚了些钱，后来见煤炭形势好，就
去开小煤窑。结果刚把钱投进去，就赶上了关停打
击私挖乱采，年过半百的石玉良欠了十多万元的
外债。后来，老石便消沉下来，索性双手一摊，万事
不干了。

那几年，村里人没事爱聚在一起打扑克，好吃
懒做的席年保最活跃。2015 年的一天，村委会给
他发了几百元低保金，拿到钱的席年保转身就去
买了两三斤猪头肉，狼吞虎咽一口气吃完。结果，
穷胃消化不了好肉，晚上肚子疼得嗷嗷叫。

有一年除夕，席年保把饺子下了锅就到村里
闲逛，回来时饺子烂成了一锅面片汤。这些年来，
席年保的日子就像那锅面片汤，稀里糊涂，浑浑
噩噩。

“啥也不会干，啥也不敢干”，是村民对席年保
的评价。“你咋不下地干活？”有村民问。“我对庄稼
过敏！”席年保编了个“好理由”。打牌，可能是他当
时唯一的“技能”。

席年保的牌友里有个“事篓子”席金才。席金
才性子慢但爱凑热闹，“东家长李家短，一只蛤蟆
三只眼”，到哪都能挑个话题惹点事儿。席金才熟
悉别人家的事情，却算不好自家的账。老两口靠4
亩地勉强糊口，是全村“不走正路”的典型贫困户。

懒汉里还有一位坐享补助的席纪奎。席纪奎
腿上有点残疾，所幸儿女争气，靠子女孝敬也够吃
喝了。后来村里给他办了贫困补助。席纪奎既“啃
子女”又“啃政府”，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
小康，理所当然地“床上一躺，睡到天亮；扑克一
打，绝不顾家”。

这样的懒汉，不止黎掌有，很多贫困村都能找
到相似的人。给他们钱，乐呵呵接受；帮他们致富，
找借口躲闪。“宁愿苦熬，不愿苦干”。这些人让扶
贫干部很是头疼。

如何才能让他们变得勤快起来，心生脱贫的
动力，进而致富奔小康呢？

走，去看别人数钱

2015年，“80后”郭伟被派到黎掌村担任第一
书记。俗话说，救穷不救懒。面对本人没有信心，别
人不抱希望的懒汉，怎么治懒，如何扶志？郭伟一
度陷入了沉思。

物质扶贫扶一时，精神扶贫扶一世。郭伟明白
这个道理，于是他走家串户听民情、问民计。工作
灵活爱琢磨的他，逐渐摸索出一些激发懒汉内生
动力，促其由懒变勤的好办法。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首先要夯实基层
党建，立起脱贫攻坚的“支撑点”。以前，黎掌村村
支部不开会，办公室天天锁着，村里的事没人关
心。郭伟带头重新收拾了“两委”大院，建成全镇最
大的村级党员活动中心，村干部每天到办公室轮
流值班。

党旗树起来了，郭伟又逐步改变好逸恶劳的
村风民风，点燃百姓的热情。从2015年开始，郭伟

组织村民每周一开展集体劳动，把义务劳动作为
增进团结、改善村风的手段；每月举办一次道德讲
堂，把村里人聚集起来，说说身边的好人好事，批
评一下懒惰行为；年底进行“好人评选”，评出“脱
贫带头人”“好儿媳”“公道人”等先进典型，挖掘村
民身上的闪光点。

村风民风在好转，懒汉们感到了压力，开始坐
不住了。不过，激发懒汉这事儿急不得。很长一段
时间，郭伟与他们谈心交朋友，聊聊家长里短、摸
摸脾气秉性。其实，郭伟暗地里一直留心找寻他们
身上的“兴趣点”。

突破口最先在席金才身上打开。
随着全村气氛的好转，人人忙着干事，席金才

串门打牌也找不到人。2016年秋天，郭伟找到百无
聊赖的席金才，笑着对他说：“走，领你看人家数钱
去！”

当天，郭伟和席金才帮着村里一个养猪专业
户卖了几头猪。等养猪户喜滋滋地数钱时，郭伟把
席金才往前一推。钞票“唰唰”在眼前直闪晃，那一
刻席金才动心了。

没有人不喜欢钱，懒汉也是，关键要让他相信
自己也能赚。于是，郭伟趁热打铁撮合养猪专业户
向席金才传授养猪技巧。席金才年轻时跟人合伙
开过矿，脑子并不笨，养猪这事儿一学就会。2017
年，席金才养起了猪。

第一位懒汉终于动起来了。这是一个好的开
始，郭伟想。

扶，得耍点“小手段”

今年 57 岁的席年保是家中的幼子，以前啥事
都是父母操心。父母去世后，没人管的席年保彻底
“废了”，“吃啥啥不够，干啥啥不行”：下地干活，他
说自己皮肤过敏；外出打工，他说自己体格小干不
动；平时吃饭没正点，走到哪家吃哪家，路上捡个
烟头能高兴一天。另外，席年保还特别胆小，活了
一把岁数没抓过鸡、撵过狗。

这种懒汉最难扶，既要用老办法，有时也得耍
点“小手段”。一开始，郭伟等人对席年保“哄过、骗
过”，甚至也“吓唬”过，有时还“嘲讽”几句：“年保，
你说你这么活着有啥意思？村里人瞧不上，儿女们

看不起！”
“好死不如赖活着。”年保嘿嘿一笑。
等席金才养猪有了起色，郭伟便劝说席年保

也去养上一头。嘴上应得好好的，可就是不动弹，
席年保依旧我行我素，四处闲逛。

既然扶不动，那就先“绑上”拉着走。2018 年
5 月，郭伟想了个主意，跟席年保来个“养猪比
赛”：每人养一头小猪，郭伟的那头由年保代养，养
成了算年保的，赔了钱算郭伟的。这次不等席年保
再推脱，郭伟领上他就去席金才家抱了两头小猪
回来。

席年保养猪啦！这在村里可算得上大新闻，村
民们赶来看热闹。“年保你可得好好养，别把人家
郭书记的猪给喂死了！”众人一阵哄笑，算是把年
保给“抬起来”，这回懒汉不干也不行了。郭伟不仅
人好，威信也高，年保心里还真有点怕他。

“绑上”拉起了，还要管下去。为了让席年保
养成好习惯，郭伟按《学习雷锋好榜样》的调子给
他编了一首歌：“出门之前五件事，早晨起来先喂
猪……”每天早晨席年保都要扯着嗓子“唱”一
遍。这看起来有些滑稽，但好习惯却在一点点
养成。

刚开始养猪时，郭伟还得去“监督”，不时提醒
年保几句。慢慢地，年保开始进入了角色，每天早
晨五六点钟就起来割猪草。到了年底，两头猪养到
了 400 多斤，卖了 4300 多元。那几天，年保乐得嘴
都合不上。

不过，乱花钱的习惯年保依旧没改。如果没人
管，辛苦半年挣的钱用不了几天就能花光。于是，
郭伟又想了个办法，他让老支书焦银全替年保管
账，用钱时，年保要先到郭伟那里写申请，然后再
去焦银全那里领钱。

刚开始，年保偶尔会撒个小谎多领上一包烟
钱，但慢慢也就习惯了，钱也就攒了下来。这个曾
经捡烟头的贫困户，破天荒地有了几万元存款。

急，反转的“鄙视链”

贫困村里往往有一个“鄙视链”。比如，富的看
不起穷的，穷的看不起懒的，懒的看不起身边的。
席年保曾被全村人鄙视，最看不起他的要数“牌

友”席纪奎；而石玉良一般人瞧不上眼，自认曾
经风光过，城里“关系硬”，认识不少“大人物”。

不过，一旦这个“鄙视链”出现了反转，对懒
汉们的刺激就来了。

2018年夏天，席纪奎在村里参加婚宴时碰
到刚养猪几个月的席年保。村里人心直口快，有
啥说啥。几杯喜酒下肚，席年保的优越感来了：
“我还有两头猪呢，你有个啥？”席纪奎被呛了个
措手不及，没想到被自己鄙视的人鄙视了。更难
堪的是，自己还真的啥也没有！

酒席没吃完，席纪奎带着一身酒气找到郭
伟诉苦：“连年保那种‘八两脑子’（当地土话，形
容人笨）都跟我显摆！”“你帮了年保，也得帮我！
他不是养猪嘛，我就养牛，要比他的大！”

其实，郭伟不是没帮过席纪奎，几个月前就
劝他搞养殖，可纪奎一直拖。期间，办理小额贷
款的工作人员都上门了，可席纪奎却临时变了
卦，说什么也不肯贷了。

这回，席纪奎可是真急了！最难的思想工作
做通了，郭伟反倒不急了。“酒后说的不算，你回
去想想，想好了再找我！”
过了几天，席纪奎找来了。郭伟告诉他：“跟

你老婆说说，看看她信你吗？”
过了几天，席纪奎返回来。郭伟对他讲：“跟

孩子商量商量，看他们支持不？”
过了几天，席纪奎又来了。郭伟回复说：“那

你就养牛吧。”
就这样，几位懒汉养猪的养猪、养牛的养

牛，都动了起来。而“闲人”石玉良仍稳坐屋顶，
继续盘算着他的发财梦。石玉良寻思，急什么
呢？只要自己一出手，肯定比得过所有人。

然而，还没等出手，老石就被邻居“打脸”
了。这个邻居老实本分，嘴巴笨话不多，一声不
吭就知道干活。石玉良平时最看不上这种死脑
筋。2018年初，邻居突然放话说要在城里买房，
给儿子娶媳妇。当时市里一套房少说也得四五
十万元。没过多久，这位邻居还真买下了房子，
付的还是全款。

邻居的举动，一下把石玉良从屋顶上“拉”
了下来。不过，石玉良的心态倒也调整得快：他
是怎么赚的钱？养牛。那行，咱也养牛！

变，迟来的进取心

2018年底，石玉良和席金才被评为黎掌村
的“脱贫带头人”，胸戴大红花，风风光光在全村
人面前领了奖。2019年春天，变化最大的席年保
被评为乡镇的“脱贫带头人”，着实出了一把
风头。

懒汉动了起来，手里挣到了钱，心气也就变
了。卖猪挣了钱后，席年保心思活泛了起来，他
发现养牛比养猪赚钱更稳妥，便找到郭伟嚷嚷
着要养牛。

郭伟听了很高兴，跑前跑后帮他买回了一
头母牛。养猪，年保跟着席金才学；养牛，年保就
跟上了席纪奎。昔日的“老牌友”，变成脱贫路上
的“好帮手”。

席年保牛养得精细，膘肥体壮毛发亮，一天
要喂十多次，有时半夜上厕所还不忘给牛添把
草。“今年我要再买一头牛！”年保说，要养成一
群才能挣更多的钱。

席金才还是那个慢性子，不过认准的事不
会轻易放手。前段时间猪价下跌，他也担惊受
怕，但最终坚持了下来。现在猪价涨了，看着栏
里40多头猪，席金才心里很踏实。

席纪奎开始时买了3头牛，不到两年“扩编”
成了7头。去年，他的一头牛卖了1万3千元，赚了
近4000块。纪奎告诉前来“取经”的席保年，母牛
生小牛，小牛变大牛，算算还是小牛最赚钱。

“这头牛可不卖，让它一直生小牛，陪着我
到老。”席纪奎抚摸着身旁一头壮实的小牛，笑
眯眯地说。

石玉良还是没把上面那几位“放”在眼里，
他一直盯着那个养了40多头牛的邻居。

2017年石玉良贷款买了4头牛，两年内大牛
生小牛，再加上自己贩的牛，现在有了14头。等
明年一开春，10头怀孕的母牛生下小牛犊，他的
牛圈就有了20多头牛。“这些牛我一头也不卖，
再过一两年就能超过邻居了！”老石信心满满。

一个晴朗的午后，年保和纪奎赶着牛群出
了村，转眼消失在庄稼和绿树丛中，身后传来阵
阵清脆的牛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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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5版）佘铖铮的富筑也实现了产量利润
翻番。产业链的区域集聚，不仅降低了企业生产成
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形成了抱团发展格局。更
让佘铖铮惊喜的是，这几家上下游企业负责人凑
在一起的时候，时常就能冒出创新想法。“一有什
么想法，大家一商量，觉得可以，马上就分工把想
法变成现实。”

从升降功能到无线充电，从节能设计到智能
控制系统，从微波炉烤箱到石墨烯涂层治疗风湿
痛，在大方经济开发区的厂房里，取暖炉已不是传
统的取暖设备，而是集智能、健康、社交等多功能
为一体的家具。

走出去：“逼”菜农把菜卖到广州

不满足于“一卖了之”，还得“逼”出市场意识

今年五月，寇海龙干了件“两头不讨好”的事。
一头是广州谷裕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另外一头是
大方县在谷裕市场摆摊卖菜的档口档主郑锐阳
（化名）。

寇海龙原本是广州天河区财政局财政监督科
的科长，去年11月来大方县扶贫。他来回跑了好几
次，才给谷裕市场和大方菜农牵上线。

郑锐阳抱怨，自己的菜都烂了也没卖出去，如
今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谷裕市场管理员向他吐
槽：“你介绍的摊主，菜烂了也不收拾，就堆在市场
内，影响了市场运营。”

按照协议，谷裕市场免费提供一个档口，大方
县选派经营主体去卖菜就行。谷裕市场是广州规
模最大的菜市场之一，一个档口租金就得好几十
万元，加上转手费，翻番都可能。广州蔬菜消耗量
很大，大方又适合种菜，寇海龙认为把大方打造成
广州的菜篮子是双赢的好事。贵州的高山冷凉蔬
菜的上市时间较晚，其他地方供应广州的菜卖完
了，贵州刚好能接上茬。寇海龙解释，“贫困户也能
通过种植、务工、土地流转参与进来。”

好不容易谈下来的好事，怎么搞砸了？更何
况，郑锐阳才去了没几天。

原来，本应该15小时内就从大方运到广州的
蔬菜，郑锐阳联系的物流整整走了20多个小时。不
少蔬菜在路上就烂了心。等进了批发市场，郑锐阳
也不知道往哪卖，又损失了大半。

也难怪，郑锐阳只是大方县乡下的一个菜贩，

对批发、物流懂得不多。
事实上，和谷裕市场的协议早在年初就谈下

来了。寇海龙前后问了好几家蔬菜种植合作社和
企业，却没有人愿意去。

有的合作社说，没出去过，对怎么运输和批发，
心里没底。有的致富带头人说，目前自己的菜在贵
州本地就能卖出去，没必要拉到广州去卖。也有人
说，现在在地里就有车来拉，费那个劲去分拣干嘛？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更早之
前，当地土豆曾遇到一定程度的滞销，张勇联系了
广东华润万家超市，双方签了订购合同，华润万家
以高于本地的价格收购土豆，菜农唯一要做的就
是分拣装箱。结果土豆迟迟没有运出去，原来他们
没有分拣的习惯，只愿意一台车到地里把土豆全
部拉走。

“当地蔬菜产业生产的组织化、标准化不强，
菜农的市场意识也较弱。”张勇总结。

直到 4 月份，寇海龙通过大方县投资促进局
找到贵州黔方果蔬配送有限公司。可黔方负责人
刘思诚找的却自己乡下的亲戚郑锐阳。

接到郑锐阳和谷裕市场的抱怨电话之后，寇
海龙直接找到刘思诚，说服他亲自上阵。刘思诚有
过配送经验，他按土办法，逐个加了谷裕市场批发
菜农的微信，好不容易才走上了正轨。今年 5 月至
8 月，黔方已销往广州 700 吨蔬菜，带动 30 余家
合作社、2315 户贫困户增收。

为什么非得“逼”着菜农把菜卖到广州去？
“运到广州除了能获得更高的价格和更大规

模的销售量之外，还能提高当地农业生产的产业
化和市场化水平。”寇海龙解释，“更重要是的，当
在贵州本地出现滞销的时候，企业和合作社多了
一个销售渠道，更能应对市场风险。”

长起来：“刺梨的春天就要来了”

扶贫协作，一桩企业“婚事”带来一个

产业“春天”

“刺梨是什么？”
两年前，陈杉最烦恼的是：推销自己生产的刺

梨浓缩汁，总得向经销商反复解释什么是刺梨。
刺梨本是一种蔷薇科多年野生小灌木缫丝花

的果实，主要分布在贵州。刺梨个头不大，却被称
为“维 C 之王”。当地有“刺梨上市，太医无事”的
说法。

陈杉也是这么介绍的，可每次对方只是冷淡
地回一句，“如果真有你说的这么好，怎么没有大
企业来做？”

陈杉是贵州金维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维宝”）的负责人，这是大方一家种植、加
工和销售刺梨产品的企业。

陈杉发现，不仅出了贵州知道刺梨的少，即使
在贵州接受刺梨饮料的也不多。贵州人知道刺梨
鲜果很涩，愿意去尝试刺梨果汁的没几个。

因为销售市场没打开，2017年金维宝仅加工
了500吨刺梨，只是达到设计产能的十分之一。这
种压力很快就传导到了种植户。那时候，来厂里务
工的贫困户告诉陈杉，一些农民因为刺梨果难卖，
索性把3年才挂果的刺梨树砍了，重新种上玉米。

局面很快发生了转机。
在广东贵州东西扶贫协作的高位推动下，广

药集团与贵州省政府签署协议，助力贵州打造刺
梨产业。得知消息的张勇立刻向县领导汇报，在天
河区的牵线搭桥下，大方县委书记带着张勇和陈
杉拜访了广药集团，经过多次磋商、考察之后，金
维宝最终因为低损耗高浓缩技术和物理去涩技
术，成功与广药集团“联姻”，成为广州王老吉药业
刺梨项目的合作方。

仅一年之后，金维宝的刺梨加工量已达到
3500吨，是上一年的7倍。如今，大方县刺梨种植面
积达到13万亩，金维宝收购了一半，覆盖了2000多
户贫困户。

按照平均亩产2000斤计算，一亩刺梨果一年
的产值为3070元。根据经验，当种植面积超过5亩，
就得雇工采摘，扣除雇工费用之后，每亩每年纯利
润约为 2000 元。而种一亩玉米一年收入只有 800
来元，还不算成本。

刺梨种植在贵州石漠化的荒坡上，唯一的投
入是最初 3 年的购苗费和日常除草的人工费。而

最初 3 年，当地政府每年补贴 400 元。“种刺梨
比玉米强得不是一点半点。”贫困户高守荣今年
把自己种玉米的十几亩地全种上了刺梨。

最让陈杉高兴的，还不是金维宝和广药集
团的“婚事”。广药集团的进入解决了之前贵州
刺梨企业集体面临的难题——反复对外解释什
么是刺梨。

借助于广药集团的品牌、研发技术和销售
渠道，刺梨汁、刺梨糖、刺梨酒等多种刺梨产品
及时推向市场。很快，陈杉外出推销或参展时，
越来越多人已经知晓并接受了刺梨产品，甚至
有厂家主动上门寻求合作。

陈杉说：“广药集团帮我们所有刺梨企业培
养了市场、提高了消费者的认知度。这相当于做
大了蛋糕，比单纯帮扶我一个企业作用大得多。”

如今，陈杉讲起刺梨产业的发展时常说：
“刺梨的春天就要来了。”

“犟”起来：有一种“尊重”是逃

避责任
扶贫还得考虑贫困地区的特定文

化，改变陋习

7月的一个早上，贵州贵燃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吴章杰来到大方县经济开发区时，秦万金
已经在那等了他近一个小时。

贵燃是一家生产燃气取暖炉的企业，秦万
金是厂里招收的贫困户。因为连着旷工两天，秦
万金刚刚被车间主任建议辞退了。

秦万金反复请求吴章杰再给自己一次机
会。他解释，自己并非故意旷工，几天前家里的
老母亲需要照顾，而自己又没有车间主任的电
话，请不了假。

吴章杰有点吃惊。
去年 11 月，正是取暖炉生产用工需求旺盛

的时候，张勇挨个到贫困村里找了百多人进园区
务工。可没多久，吴章杰等企业负责人傻眼了：招
来的贫困户没多久就跑了大半，连招呼都没打。

原来，招来的贫困户多是呼朋唤友一起来

的，一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往往就是同一个村的。
一遇到村里办红白喜事，整条流水线的人都走
了，还不提前请假，工厂只能停工。也有一些人，
在厂里干了几个月就不干了，等没钱了再来。

张勇意识到，贫困是自然生态条件和特定文
化的叠加。产业扶贫要真正带动贫困户，除了建立
利益联结机制，还得考虑贫困地区的特定文化。

为此，张勇和企业商量，把同一个村的贫困
户安排到不同的流水线上。如此一来，即使一个
村的贫困户都走了，也不至于让企业开不了工。
与此同时，企业还承诺每个月500元的全勤奖，
干满一年还另有奖励。

“这一方面是为了让工厂正常运营，另一方
面也是把贫困户培养成熟练的产业工人。”张勇
解释，“这样才能确保贫困户从产业发展中彻底
脱贫。”

有的贫困户“及时行乐”，干了一段时间领
了工资就歇一段，钱花光了再来干。对于这样的
贫困户，为什么不“尊重”他的意愿，还“苦苦”
留他？

张勇说，“尊重”这种意愿，实际上是扶贫干
部逃避责任。

这类问题，也出现在劳务输出上。天河区为
大方县贫困户提供了大量服务性岗位，可招来
的一些贫困户没干多久就溜了回来，要么不适
应广州闷热的天气，要么不适应广州少辣的饮
食。天河区为了鼓励这些人留下，出台了奖补措
施，除了报销来广州的车票，稳定工作3个月后
每个月还奖励1000元。

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工
具”，“工具”用得好不好，关系到扶贫工作和成
效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

今年4月，经过第三方机构评估，大方县正
式脱贫摘帽。自精准扶贫以来，大方县贫困人口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8元增加到6821元，全
县贫困发生率从20.85%下降到1.85%。大方县
干部群众评价天河区的帮扶是真正的帮到底。

去年10月，广州天河区组织了一批学生来
大方写生。学生们在贫困村里吃住了一个月。除
了写生，他们也切身体会到了扶贫成绩，忍不住
在朋友圈对大方县扶贫成绩点赞。

有个没来过大方的网民评论：“这些都是忽
悠你们的。”学生们争相回复：“没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我们是亲身经历的，不信自己来瞧瞧。”

“天河之水”入“黔山”，长效扶贫“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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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山
深处的几位
懒汉曾是脱
贫攻坚难啃
的“ 硬 骨
头”。驻村干
部夯实党建
“支撑点”，
点 亮 村 民
“荣誉点”，
号准懒汉的
“懒惰点”，
刺激他们的
“兴趣点”，
帮助他们走
上了寻“勤”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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