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徐海波

他曾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在政府和乡亲的帮扶
下走出大山。如今，他接过扶贫接力棒，当了8年多扶
贫办主任，带领1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在“脱
贫攻坚战”最艰难的时刻，他重新扛起扶贫办主任的
重任，再续扶贫情缘。

在前不久举行的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
会上，方荣荣获脱贫攻坚奖贡献奖，成为全国唯一获
此殊荣的地市扶贫办主任。他说，荣誉不属于他个
人，而属于全国的“扶贫办主任”们，在精准扶贫的伟
大征途上，他们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奋斗者。

10元钱的扶贫情缘

方荣的家乡位于黄冈薄刀峰脚下，这里是大别
山最深处，位处湖北安徽两省交界。贫困就像一道魔
咒，世世代代萦绕在这里。

小时候，方荣常常在饥饿中度过，一日三餐难得
吃上一碗白米饭。兄弟姐妹5人中有4人先后辍学，在
老师的多次挽留下，方荣才保住了学业。

40年前，方荣所在的村里，来了一群驻村扶贫干
部。正在读中学的方荣知道，这是黄冈地委扶贫工作
队，是黄冈地区最重要的一支扶贫队。带队的地委宣
传部丁永淮科长了解到方荣家的情况后，主动为方
荣每个学期捐赠10元钱生活费，还隔三岔五地给方
荣带去一些纸和笔。

“当时普通职工，每个月工资也只有20多元，10
元钱在农村已是很大一笔了。”每次得到帮助，丁永
淮总是拍着方荣的肩膀说，好好读书，将来走出大山
改变命运，带领全家人过上好日子。

在那艰难的岁月中，丁永淮的支持和鼓励，是方
荣心头最温暖的一团火。40年来，方荣一直都记得丁
永淮那殷殷嘱托的眼神。

大学毕业后，方荣被分配到黄冈地委党校当老
师。1995年，他调到市委农办工作。2010年9月，通过
公开选拔，方荣被任命为黄冈市扶贫办主任。

“当年的地委扶贫工作队，成为我们全家人心头
最温暖的火团。如今，我也要为广大贫困户驱散眼前
的寒意，照亮幸福的前程。”方荣在竞选演讲时说过
的话成为他日后的“行动指南”。

下乡调研、走访贫困户是方荣工作的重点。经常
同方荣一起下乡的黄冈市扶贫办副主任王振堂发
现，方荣有个“标志性动作”。每到一户贫困户家，落
座后，他都会直奔厨房，打开水龙头看有没有水，再
揭开锅盖看有什么菜。最后，回到卧室，打开柜门看
有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

“他对贫困户有着发自内心的感情。”王振堂说，
从方荣身上，扶贫办许多同事都学会了如何走进贫
困户的心窝。

除此之外，方荣还有很多背着同事做的事。今年
8月的一个周末，方荣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则捐款
信息。罗田县九资河镇炉子山村一贫困户家中，一对
双胞胎大学生正在为开学而发愁，虽然学费办理了

助学贷款，但生活费却没有着落。
方荣和妻子徐平开着自家车，翻越两个多小时

山路来到这户人家。方荣鼓励两兄弟克服困难，全心
投入学业。临走前，方荣夫妇留下2000元现金，并留
下电话和微信，嘱咐他们有困难随时找他。

方荣说，自己的学生时代也曾经历过“一碟咸菜
一把米、一个红薯顶一天”的清贫日子。以前放假回
家，谁家有了好饭好菜，总要喊上他一起打个牙祭；
青黄不接时，乡邻总会挤出卖存粮、卖鸡蛋的余钱接
济他。乡亲们的情意他一直记在心里。

从商务局局长重当扶贫办主任

2015年，由于对扶贫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出现偏
差，黄冈市的扶贫工作陷入被动。黄冈市委领导想到
了把已调离的方荣，再调回来担任原职。此时的方荣
已为商务局局长。

“好不容易脱下布鞋穿上皮鞋，又要穿上草鞋
了。”面对亲戚朋友的不解，方荣说，黄冈的脱贫攻坚
是一副沉重的担子，是改变乡亲命运的绝好机会。

于是，当了14个月商务局局长的方荣，没提任何
个人要求，重新担任黄冈市扶贫办主任。

重回岗位后，方荣深入学习领会精准扶贫相关
政策精神，带头钻研业务，掌握新要求，落实新举措。
他带着自己编写的教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

在全市组织了20多批次业务培训，培训各级各类扶
贫干部4500人，在短期内迅速改变了扶贫业务工作
不系统、不规范的状况，为全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
新赢得主动。

下乡调研中，看到和自己家过去一样困难的贫
困户，方荣不禁想起母亲临终前的那句话，“现在你
当官了。要是谁家有困难，求你办个什么事，能办的
你一定给人家办，不要忘记我们是从穷人家走过来
的。”

方荣家就住在扶贫办对面的政府小区，家里客
厅阳台正对着单位的大门和办公大楼。徐平常常站
在阳台上看到方荣办公室的灯一直亮到深夜。“几步
路的距离”，方荣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久而久
之，许多来找他办事的贫困户也知道了他家在哪里。

一天中午，徐平刚从学校下班回到家，就有一名
50多岁的男子来敲门。徐平开门一看便知，是来找方
荣的贫困户。男子表示，自家准备养鸡脱贫，希望得
到政府的补贴。徐平告诉他，方荣下乡出差了，不在
家。眼看饭点到了，徐平把男子带到外面吃了饭。饭
后，男子提出先回家，改天再来。晚上，方荣回到家知
道事情后，开始责备徐平。

“你怎么不给人家一点搭车钱？”方荣说，“人家
这么老远来找我，也不容易啊。”每每有贫困户上门，
方荣不仅热情接待，请他们吃饭，还会送上一包烟，
并把他们送到车站，给他们塞上坐车钱。

8年的扶贫，一生的烙印

黄冈是革命老区，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之一，是湖北大别山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全市
11个县（市、区）有6个贫困县，全市贫困人口规模
全省第二，贫困村数量全省第一。

从事多年三农工作的方荣深知，经过党和国
家持续多轮的扶贫开发，农村中剩下还没脱贫的
人，都有其特殊的困难。以黄冈为例，百万贫困人
口中，因病致贫的就占了52.8%。

针对这些人，要拔掉穷根不容易。方荣一个县
一个县地调研，一户一户地测算。在他的推动下，黄
冈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加强医疗救助促进精准扶
贫工作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健康扶贫工作
的补充意见》等文件，全市每年投入2亿多元，于2016
年底在全省率先实现了精准扶贫医疗救助全覆盖。

重返扶贫岗位3年多来，方荣每天早上不到七
点就出门，晚上八九点以后才回家。400多次下乡
调研，方荣跑遍了全市45个贫困乡镇和一半以上
的贫困村。

2016年，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患病住进黄冈市
中心医院，准备手术。虽然同在黄冈城区，离得不
远，但方荣每天都忙于精准识别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没时间照顾孩子，只好请80岁的岳母来照顾。

到了年底，妻子徐平也患病住院，在武汉住院
一周。“方荣把我送到医院，办完手续就走了。虽然
没有留院照顾我，但我很满足了。”徐平事后回忆，
“更何况出院时，他也去接了我，这已很奢侈了。”

当年腊月二十四，农历小年，方荣早早地回到
家。徐平心里窃喜，这些年，方荣从未这么早下过
班，以为他是回来陪自己过小年的。谁知方荣换上
一身便装就出门了。“我去英山，与联系的贫困户
过个小年。”

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徐平点点头，还是不
忘提醒方荣多买点年货带去。这个小年夜，方荣到
晚上9点多才回家。

几天后，方荣又要去联系贫困户家。“你前几
天不是才去了吗？”徐平不能理解了。方荣理直气
壮地说，“过两天就过年了，我要去看看他们。”

去年十一假期，方荣和妻子约好去深圳看望
在那里工作的儿子，但临近放假时，方荣告诉徐平
自己要加班，去不了深圳。满是期待的徐平只好将
早早就订好的火车票退了。到今年十一，徐平再一
次做好了去深圳看望儿子的准备，“谁知今年要年
检，任务非常重，只能国庆加班了。”方荣说。这一
次，妻子生气了，一个人去了深圳。

每每说起这些，方荣总是感慨，“我欠他们的
太多。”如今，累计任职8年多的方荣，在湖北省市
州扶贫办主任中任职时间最长。

到今年底，黄冈市102万贫困人口将全部实现
脱贫。临近采访结束时，记者听说方荣将调任黄
冈市人大工作，祝贺他“功德圆满”时，他却摆摆
手说，“我没有离开。扶贫将是我一生的烙印。”

“担当受命”再续扶贫情缘
记全国唯一获脱贫攻坚奖贡献奖的地市扶贫办主任

“水苔姑娘”甘当富民“草民”
大学生村官刘玲返乡创业带动 320 余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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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书旗、张石榴

城里同事觉得不可理解；
母亲认为她“自甘堕落，无可救药”；
村民水田宁愿荒掉也不愿承包给她；
……
6年前，自嘲辞职回乡当“草民”的“水苔姑娘”刘

玲，迎来了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

嫁妆创业：从硕士高管到深山村官

刘玲父亲总是以她为骄傲，走到哪儿都自豪地
说：“我女儿在南昌大学读研究生，还是保送的！”

2013年，刘玲获得硕士学位后，在江西宜春一家
五星级酒店做部门负责人，薪水不菲。

刘玲说要辞职回乡当村官时，遭到了父母“集体
强烈反对”。

“农村”二字，在苦怕了的老一辈农村人眼里，总
是代表着落后。

“先前他们脸上多么有面子呀！好不容易飞出
农村山野的凤凰，又飞回农村当普通农民，他们无
法接受。”刘玲很能理解父母为何反对。

上一辈看不懂年轻人的心事。新一代有新一代
的梦想和追求，她觉得广大农村有她挥洒的“天地”。

刘玲有着与纤弱外表“不相称”的意志，她最终
考取了大学生村官，被分到宜春大山深处的新田镇
灿塘霞村当党支部书记助理。

看到农村大部分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很多农
田撂荒长满杂草，农村出身的刘玲很心疼，暗暗琢磨
怎么变“荒”为宝。

她想到了她的“红娘”——水苔。这是一种天然
苔藓，属于高档的栽培基质，被广泛用于各种兰花的
栽培和植物育苗。

刘玲的丈夫是新田镇里光村人，里光村离刘玲
任职的灿塘霞村不远。多年前，刘玲和丈夫的家人都
曾从事野生水苔收购生意，两个人也因水苔结缘
牵手。

刘玲萌生了创建水苔栽培基地的想法。
从体面的酒店高管到村官，再到农民，“地位”一

降再降，刘玲的父母更不干了。
“我已经租好地准备开干了！希望你们能够支持

我。”刘玲只好先斩后奏，打电话告诉父母。
“我怎么支持你？我拿什么支持你？”刘玲母亲当

时气不打一处来，电话啪一声挂掉了。
刘玲了解妈妈的脾性，知道她是刀子嘴豆腐心。

最终，家人看到了刘玲的坚定，理解了她的选
择。嘴上放“狠”的刘玲母亲还将准备给她的嫁妆钱，
作为启动资金给了她，用行动给刘玲投了支持票。

逆城市化：从城里人到村里人

如今，“85后”刘玲不仅创建了江西省首家占地
300余亩的水苔栽培基地，更让杂草丛生的荒田长新
绿、让看似不起眼的“野草”变成宝，带动了周边数百
户村民就业和致富。

里光村山坳潮湿，非常适合水苔生长。然而，水
苔栽培基地的“成长”却没那么顺利。

当初，有些村民家的水田宁愿荒掉也不愿承包
给刘玲，有的村民哪怕每天在家打牌也不愿到栽培
基地来做事。

“他们担心田租给我们就成了我们的了，也有的
担心我们不按时支付租金，给不了工钱。”刘玲私下
一打听，才知道村民对她心存怀疑。

为了打消村民们的顾虑，让大家看到自己的决
心，刘玲再次做出了“惊人之举”——当即决定与当
时还是男朋友的丈夫完婚，将自己的城市户口迁入

农村，真正成为村里人。
接着，刘玲挨家挨户，与农民签订正规的租约，

与客户签订正式的收购合同。诚意终于让村民打消
了疑虑，纷纷主动将自家的水田租赁给她。

戴着眼镜的刘玲看起来纤弱秀气，但干起活来
比老农还拼。为了赶时间，她与丈夫在下雨天也穿着
雨鞋撑着雨伞去寻找撂荒田，亲自下田丈量田亩数，
一家家找到荒田户主，与他们签下租约。

地是有了，但是由于种植成本高，资金少，难以
扩大规模，几乎耗尽了刘玲家里全部积蓄，生活变得
非常艰难。

这时候，家人都劝刘玲放弃。
“‘不轻言放弃’是我的人生信条！”后来，已成为

当地创业典型的刘玲，在多场演讲会上经常用这句
话与现场听众共勉。

刘玲找到了当时负责大学生村官事务的宜春市
委组织部副部长易艺波，寻求帮助。“他不仅当即带
领若干大学生村官联合会的成员来到我们基地，给
了我们精神上极大的鼓励，还让宜春市大学生村官
联合会给我们提供了5万元创业贷款。”

后来，易艺波又多方协调，帮助刘玲以大学生村
官两两担保的形式，帮刘玲向就业局申请到财政贴
息的小额贷款10万元。

这一系列的支持，给了刘玲继续“战斗”下去的
更大信心。

刘玲的执着也感染了公婆，从最初坚决反对他
们创业种植水苔，到最后竟放弃继续当服装厂老板，
回乡帮助他们创业。

“当时花费几十万元购置的服装机器，早已闲置
在家成了废铁，他们完全褪去了曾经老板的风貌，一
起成了地地道道的‘草民’。”刘玲看着公婆日日起早
贪黑，不顾刮风下雨，陪着上山下田，心想着一定要
干出个名堂来。

带动一方：从撂荒地到“聚宝盆”

受过高等教育的刘玲当“农民”，自然与土生土
长农民有不一样的“当”法。她辗转几千里，先后到贵
州、福建等地考察，取经问道，掌握了更加先进的水
苔种植、加工技能。又相继参加了区委组织部组织的
大学生村官创业培训班、省农业合作社带头人培训
班、农业部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班，农业局举办
的电商培训班，一点一滴增强了创新创业的本领。

随着水苔栽培基地逐渐发展壮大，昔日被村民
撂荒的冷水田，成为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刘玲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一般来说，一亩
水苔的种植成本3000元左右，亩利润多时有四五
千元，少则也有两三千元，而水苔生长期是1到3
年，一般而言，生长越久越茂盛，产量也就越高。

水苔种植用工量大，但操作却不复杂。刘玲尽
可能地聘请村里的留守妇女、残障人士和空巢老
人等特殊劳动力，还有那些建档立卡贫困户，至今
已达80多名。

今年30来岁的陈来超，有轻微智障，因父母早
逝，一直由80多岁的外婆抚养。刘玲请陈来超过来
帮忙，教他担草、播草种，一个月付给他1500元工
资，不仅改善了他的生活，也使他变得开朗多了，
每次见到刘玲都亲切地叫着“玲玲”。陈来超外婆
对刘玲说：“以前总想哪天我去世了，哑巴子怕是
要去讨饭，现在有你们带着，每个月还可以挣钱，
我就安心了。”

村里的七旬老人易其科，右脚残疾，以前一直
守着自家一点田，日子过得很清苦。他对新华每日
电讯记者说：“如今农闲时到刘玲这里做工，一天
70块钱，一个月就能增加2000多块钱收入。”

近两年，刘玲和丈夫又开设了淘宝店，采取
“互联网+基地”模式，将水苔等农产品上网销售，
进一步做大了交易范围。

凭借过硬质量和多年良好的口碑，他们的淘
宝店连续12期获评金牌店铺，目前已经升级为双
蓝钻。

刘玲还积极引导管护野生水苔，带动周边省、
市农户保护性开发野生水苔近800亩，产品由基地
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年产水苔种苗3000吨、干水
苔150吨，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台湾等地。

如今，刘玲和丈夫的水苔栽培事业，帮助了多达
320余农户增收致富，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水苔姑娘”。

在水苔采收加工的季节，总有三四十个农村
闲置劳力参与收取水苔。“我家就像个小型敬老
院，欢声笑语的，充满无限乐趣。”刘玲常借这个机
会，跟他们拉家常，关爱他们的生活。

村里的贫困户刘菊兰对刘玲赞不绝口：“这姑
娘和气，没一点大学生架子，我家老头子满80岁，
她劳心帮着办理高龄补贴，村民有什么事情她帮
得上忙的，都会帮忙。”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群
众的认可和赞许。”听到村民赞赏，刘玲热泪盈眶。

“甘当‘草民’，创业富民。”日前，在宜春市“我
的‘初心’故事宣讲团进社区”宣讲会上，“水苔姑
娘”刘玲以这样朴实的结尾总结了自己的“初心”。

▲方荣（左）与贫困户交谈了解情况。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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