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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翔霄、柴婷、原勋

　　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多年来带着一把小
推剪，凭借一副热心肠，走进山西省阳城县大山
深处，为山区留守老人和儿童义务理发。
　　她叫栗红连，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
1990 年，一场车祸让她的腿部落下残疾，但她
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凭借手艺开起了理发店。一
次偶然机会，她萌生了为老人义务理发的想法。
此后，她拖着一条“病”腿，定期走进阳城县的多
个村庄，为老人们义务理发。
　　东哄哄村、西哄哄村、佛堂沟村、人参埌
村……那一个个在地图上费劲才能找到的小村
庄，对她而言，就像回家一样熟悉。

凌晨 5 点的“义剪路”

　　上午，栗红连打算先去两个偏远村，再去一
处养老院，路程不近，一早便要启程。车驶出阳
城县城时，记者看表，还差几分钟到 5 点。循着
弯弯绕绕的盘山路，车跑得飞快，一路上几乎没
遇到几辆车。
　　新修的公路节省了不少时间。7 点不到，我
们到达了阳城县最偏远的一个村——— 董封乡人
参埌村。山高路远，对村里老人们来说，有些看
似平常的事就变得不方便，比如理发。
　　片刻，一位、两位……三四十位老人不约而
同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村委会。有人已经在家洗
了头发，头上还搭着块毛巾。大家在村委会的空
地上依次排队，栗红连和一同前来的另外 3 名
义工便开始忙活了。一个小时下来，手里一直没
放下小推剪的栗红连额头已经开始冒汗。
　　理完发，老人们觉得轻松了许多，相继打开
话匣子。张振学、赵尚锁等老人说，前些年栗红
连没来的时候，头发长了，大家就互相拿着剃刀

“瞎弄弄”。“理成啥算啥，哪还能讲究呢？”76 岁
的史琴赛说，村里老人理发就靠栗红连，隔些天
不见，大家就盼着她来。“理一个发就是几分钟
的事，但她能常年不间断地来，挺不容易。”
　　人参埌村支书王新锋告诉记者，老人们一
开始不敢轻信，哪有剃头不要钱的？一度认为栗

红连是走江湖的骗子。这些年下来，大家却都把
她当亲人。人参埌村常住人口 150 多人，60 岁
以上老人就有 80 个。之前老人们头发太长时，
他也不得不上手，但他只会推短头。过去，他常
开着车，拉上老人们到外面去理发。“红连大姐
做的事很小，却很能解决老人们的实际需要。”
　　栗红连心细，来村里一趟不容易，哪位老人
生病没来，她心里都有数，总要上门到家里理
发。每次忙活完，满村人唤她吃饭，她也不好意
思拒绝。有时候东家吃一口，西家吃一口，结果
最后把自己的肚子吃坏了。
　　老人们格外感动，不光是因为栗红连“上门
服务”的有心，他们还注意到——— 栗红连和上了
年纪的他们一样，腿脚都“不方便”。

她重新站了起来

　　栗红连的腿伤，还要从 30 多年前说起。
　　 1990 年，在阳城一所中学开理发店的栗
红连遭遇车祸，拄上了双拐。病痛折磨、家庭变

故一同袭来，让她一度失去了人生信心。
　　考虑到理发店暂时不能再开了，她就在
学校对面卖起了冰棍。之前在学校理发时，遇
上家境贫寒的学生，她常给“免单”，这一无意
之举种下了爱的种子。
　　“当时一根冰棍是 5 分钱，学生们跑过
来，给我放下 1 块钱、5 毛钱，冰棍也不拿就
跑了。当时孩子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才三五块
钱。”腿脚不便的栗红连，起身撵也撵不上。望
着学生们跑开的背影，栗红连心里像打翻了
五味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件事给了栗红连极大的信心和勇气。

“连孩子们都有这种善心，知道帮助人，我也
有了重新开始的念头。”
　　白天，栗红连不好意思当着很多人的面
锻炼，到了晚上，她就一个人拄着双拐在打麦
场锻炼。有一次，她试着放了一根拐，又慢慢
放了另一根拐，结果脚下踩到了一块小石头，
一下子摔倒，在地上躺了足足十几分钟。身边
没有别人，她只好爬到墙角，扶着墙才慢慢站

起来。就这样，她的腿伤慢慢恢复，逐渐把两
根拐杖都扔了。
　　腿伤恢复以后，她就踏上了为山村留守
老人、留守儿童义务理发的路。
　　几年后的一个清明节，栗红连骑着自行
车在乡间匆忙赶路时，又遭遇了第二次车祸。
这一次，一辆载着十几人的大型农用车把她
撞飞了，车祸直接导致她的伤腿再次骨折。
　　在医院里，她专门给子女交代，不要找人
家麻烦。本需要长期住院的她，却对农用车司
机说，“我住得起，你们住不起”。3 天后，她就
从医院回到了家。听说栗红连没有要赔偿款，
农用车车主所在的凤城镇老赵庄村不少人都
跑来看望她。
　　受伤后的腿不能打弯，栗红连就在家里
扶着两张床慢慢下蹲，进行康复锻炼。80 度、
90 度……就这样慢慢蹲下去。一年多后，她
从不能正常行走，到又能骑车了。
　　 2008 年，第三次车祸不期而遇。
　　这一回，一辆酒驾的摩托车把她“从路这
边撞到了路那边”。车祸导致她 40 天不能下
地行走，还折了 4 根脚趾头。肇事者是一名
20 出头的年轻人，他的母亲卧病在床，他的
父亲跑来医院看望栗红连时，栗红连注意到，
这个老人穿的袜子都是露脚后跟的。她拉住
肇事年轻人的手嘱咐他：“这是撞到阿姨腿
了，要是把阿姨头撞坏了，破了相，可怎么赔？
以后骑车可慢点。”话音刚落，小伙子就哭了。

愿做一个会发光的人

　　在阳城县，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栗红连的
感染，加入了为山村老人义剪的队伍。
　　 48 岁的义工陈四平以前跑出租，跟着栗
红连下乡次数多了，深受感染，后来主动请缨
给她当起“司机”，还学会了理发。他告诉记者，
义剪出发通常都很早，到了秋冬时节，山里经
常会出现大雾天，能见度很低，可能就几米。冬
天下了雪，原本一两个小时的路程需要跑好几
个小时，十几公里长的坡稍有点雪就上不去，
随时要防止侧翻，有几次眼看着有车栽进沟

里。有的路段只有一条车道，去年路才拓宽。
　　“没接触到栗大姐的时候没感到什么，接
触之后，觉得她做这件事确实不容易。”陈四平
说，遇到不理解的人，栗红连一般不辩解。遇到
说话难听的，他就会站出来，帮着栗大姐说话。
　　今年 2 月份，栗红连做了胆结石手术，
在县医院住院。术后第二天，她接到县医院工
作人员的电话，说是一位车祸的重症病人要
做开颅手术需要理发。刚开始她派了儿媳妇
去，谁知儿媳妇一去，看到病人头上十几道鲜
血淋漓的口子，当场就吓得打了退堂鼓，硬是
不敢上手。救人要紧，栗红连只好从医院四楼
下到三楼自己上手。医院护士看到她穿着拖
鞋、秋衣秋裤，才得知前一天她刚做了手术，
都说：“你不要命啦？”栗红连笑吟吟地说：“没
事呀，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
　　她对记者说：“我不去，病人就不能手术。
病人需要我，我就得发挥价值。”
　　阳城县凤城敬老院院长卫小路、副院长
原真荣等人告诉记者，2012 年 6 月，栗红连
带着人来敬老院义剪，他们原以为这是搞个
活动就不来了，没想到此后义剪每个月一次，
再没间断过。“栗大姐一诺千金，是养老院 78
位老人最欢迎的人之一。”
　　现在，栗红连组建了一支 200 多人的志
愿者服务团队。她还在自己的理发店里传授
理发手艺，她带过的 140 个徒弟中近一半都
是残疾人。令她欣慰的是，有的徒弟开了店，
能凭自己的手艺吃饭。
　　提起栗红连，45 岁的阳城县企业家郑晓
东连连竖起了大拇指。他对记者说，出钱简
单，做事不易。“一年到头，栗大姐投入的时
间、精力不是个小数字。”很多企业都给他们
捐衣物、捐工具。
　　 27 岁的上官健斐称呼栗红连为“奶奶”。

“奶奶”教他怎样做人，教他手艺。他说：“奶奶是
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不管对谁，都是很包容。”
　　 2019 年，栗红连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闲不住的栗红连一天到晚不停歇。她有
个小本子，专门用来安排下乡日程。她说：“助
人很幸福，黄金都买不到。”

拖着伤腿，山村“义剪师”停不下来的“义剪路”

在阳城县人参埌村，栗红连（右）入户给山里的老人理发（7 月 7 日摄）。新华社记者柴婷摄

本报记者黄浩铭、王悦阳

　　在广西脱贫攻坚成就展上，一辆银灰色的
小汽车停靠在碎石铺成的展台上，车旁堆放着
几摞破损的轮胎。
　　这辆汽车的主人——— 曾任广西大化瑶族自
治县板升乡八好村驻村第一书记的韦德王，无
言地凝视着曾经的“老战友、老伙计”，驻村 3
年的一幕幕涌上心头。2018 年 4 月，韦德王赴
八好村任驻村第一书记，2021 年 5 月离任。3
年来，他和他那摞破损的轮胎共同推动了这个

“极贫角落”的脱贫。

29 条坏轮胎

　　大化瑶族自治县曾是广西深度贫困县之
一，缺土、缺水，石山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90% ，“千山万弄行路难，云梯架在绝壁上”曾
是当地的真实写照。而板升乡八好村，就深藏在
连绵石山的深处。这里土壤贫瘠、生态环境脆
弱，群众世世代代在“碗一块、瓢一块”的山窝石
缝地种玉米。
　　 2018 年 4 月的一天，新任八好村驻村第
一书记的韦德王开着自己的小汽车从县城出
发，经过近 5 个小时的颠簸后，来到了八好村
村委所在地。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八好村的艰
苦程度还是远远超乎这个在大石山区里长大的
壮族汉子的想象。
　　当时通到八好村的路只修到村委所在地，
全村 23 个屯还有 16 个没有通公路。村委不通
水、不通电话线，也没有手机信号。为找到手机
信号，方便和外界联系，韦德王只好借住在离村
委几里路外的一户村民家中，平日里喝的是储
存在水柜里的雨水。
　　驻村才 1 个多月，韦德王就磨坏了第一条
轮胎。他开着车沿着崎岖的砂石路走访贫困户，
一路尘土飞扬，车辆随着路上大小不一的石块
上下颠簸。半路上，沾满砂石的轮胎被冒尖的石
头划破了一道口子，还没回到村委，一条轮胎就
漏了气。韦德王当时有些不知所措，“之前换胎
都是直接寄送修理厂的，那次我只能摸索着自
己换。”第一次在路上换胎，他用了两个小时。
　　八好村的“八好”，是当地瑶语“爬要”的谐
音，意指当地村民出门靠爬坡。“出门靠走、通讯
靠吼、运输不是马驮就是背篓”曾是八好村村民
们生活的常态。地处广西大石山区，恶劣的自然
条件让八好村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 94.5%。
　　“当时很多公路没有修通，每次下屯要先开
到车辆无法通过的地方，然后再步行到屯里。”
韦德王回忆道。在石漠化山区的小路上，高低不
平的黑色石块盘踞其中，需要一边爬坡一边保
持平衡。韦德王说，从村委到村里最远的一个
屯，步行要近 4 个小时。

　　有路的地方，车也一样难走。爬几个坡，车
辆就熄火；打滑磕到锋利的石头，轮胎就罢工。
为了节约下屯路上的时间，施工队刚开辟出一
段砂石路，他就把车开到路的尽头，然后步行。
在这种路上开车，如果遇到陡坡，需要提前关闭
空调，然后挂低挡猛踩油门进行“冲坡”，砂石与
轮胎摩擦和碎石敲击车身发出巨大的响声，回
荡在山谷之中。
　　在八好村层叠蜿蜒的山路中，韦德王开着
他的灰色小汽车穿行了 3 年，走了 7 万多公里
路，换了 29 条轮胎。
　　韦德王的这辆汽车载着他走访过每一个贫
困户，也帮忙运输过修路的物资、建房的材料，
破损的轮胎随着他驾驶的公里数不断增加，而
他的换胎技术也日益娴熟。“换第 29 个轮胎的
时候，我只用了 15 分钟。”韦德王有些骄傲。
　　韦德王也经历过在黑夜里换胎。有一次在
给群众运送应急物资的途中，天已经全黑，他和
同事缓慢小心地行驶，却还是磕到了路上的石
头。经验已经十分丰富的韦德王意识到，轮胎漏
气了。没有路灯，月亮也躲在乌云里，同事的手
机电筒成了唯一的光源。韦德王在微弱的光线
下找轮胎支撑点、架起千斤顶、再换上备胎。“那
个时候因为太暗看不清楚，换胎的每个动作都
比平时艰难。”韦德王回忆道。
　　时过境迁，在广西脱贫攻坚成就展上，韦德
王再一次与曾风雨相伴的“老伙计”相遇。他感
慨万千：“看到它就想起以前的艰难岁月。”
　　修路，曾是韦德王和同事们面前的一大难

题。修路的过程中，韦德王要开着这辆车一遍
遍往返于各村屯之间协调人员、设备、物资、
水源等。遇到土地纠纷、群众观念陈旧等阻碍
时，韦德王要一次次登门做思想工作。
　　但是最难的，还是来自大自然的挑战。
　　大石山连绵起伏，在仅能容纳几人的山
顶上修路，两边都是几百米深的悬崖。这很考
验施工队的技术，更考验他们的胆量。韦德王
回忆，因为开路太难，施工老板屡次打退堂
鼓。“有一条通屯路虽然只有 2 公里左右，但
是真正修好花了近 3 年的时间。”韦德王说，

“只是为这一条路，我的车就报废了 6 条轮
胎。”
　　修路要经过山顶，无法依靠挖掘机开路，
爆破又可能形成新的悬崖，只能用钩机和人
工开凿交替进行。于是，人工取代了部分机
械，村民们也加入修路的队伍。有的村民身强
力壮，跟着拿起了电钻、扛起了锄头；有的村
民力所能及地帮忙抬设备、搅拌水泥砂石；还
有的村民带来茶水和瓜果做好后勤保障……
一条条盘绕在悬崖峭壁间的公路，在干部群
众热火朝天的协作中被修通。
　　如今，八好村的 23 个屯全部通路，村民
们实现了“屯屯通公路”的梦想，“肩挑背驮”
的生活方式彻底成为历史。

“一个都不能少”

　　韦德王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 3 年八

好村的变化。“刚来的几个月很想哭，但是知
道哭也解决不了问题。”韦德王回忆道。当时
全村有 300 多户还没有脱贫，村民们居住的
还是木瓦房，它们零星散落在大石山里的各
个角落。
　　一本 100 页的《八好村脱贫攻坚图册》
记录下这个村庄曾经的贫穷，图片上清晰标
注着全村 437 户的位置、村民的信息和扶贫
的资料。韦德王的那本图册，封面已经脱落，
边角已经磨损、卷边。书页被频繁翻动着，八
好村也随之巨变。
　　“制作这本图册很不容易，”韦德王说，

“地图上必须出现全村所有的农户，一个都不
能少。”为了这本“一个都不能少”的图册，韦
德王费尽了心思。
　　没有无人机、请不起专业团队，韦德王就
和村干部们挨家挨户地去拍照记录。白天上
山拍照，晚上加班加点制作图片。在阳光与灯
火交错的日日夜夜，韦德王与贫困赛跑。“
2019 年 1 月，这本图册终于制作完成，整整
跑了大半年的时间。”韦德王回忆道。
　　有了这本图册，韦德王心里更有底了。如
今，图册上的一个个木瓦房已经被水泥房
取代。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阶段，大化县委县
政府要求 2020 年 5 月底完成八好村危房改
造和家庭水柜建设。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打乱
了八好村原本的计划，为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八好村需在两个月内完成 127 户危房改造
和 148 座家庭水柜的建设。
　　韦德王在一天里要开着车往返村屯好几
次，“那时候压力说不出的大，施工条件差、材
料缺口大，每个问题都很急迫。”
　　为解决建房材料短缺的问题，韦德王想
了很多办法。从县城运输材料，但是尚未修通
的道路满足不了；就地建砖厂，却没有充足的
水源；大量爆破开凿大山，当地的电力水力又
跟不上……最后，他和村干部们决定向其他
乡镇借运输队搬运建材。“当时我们每天出动
20 多辆运输车，大家都很拼，不分白天黑夜
地调用原材料。”八好村的夜晚，被这些运输
车照得灯火通明。
　　紧要关头又遇暴雨，一段新修的通屯路
被冲垮。于是，韦德王带领着村里的党员干部
群众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砖一瓦地徒手搬
运。各级挂点干部、驻村队员、村“两委”干部
等组成党员突击队，和从外乡镇聘请的临时
施工队同时进驻八好村。铁锤声、电钻声、车
辆鸣笛等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奏出了一首
雄心征服崇山峻岭的交响曲。
　　 2020 年 6 月中旬，八好村完成了全部
危房改造和家庭水柜建设任务。2020 年 11
月，八好村正式退出贫困村序列。

“八好更好”

　　 2020 年 10 月，在八好村“千羊万鸡”产
业分红大会上，韦德王问村民们：“现在你们
觉得‘八好’好不好？”台下的村民们用掌声热
切回应着他。在这场大会上，村民们第一次领
到了分红，拿到了入股“千羊万鸡”产业的
分成。
　　路修通了，水引来了，危房改造即将完
工，韦德王筹划起村里的产业。从初建到分
红，半年时间里，“千羊万鸡”养殖场里的羊从
1000 头增加到 2000 多头，300 多户村民分
红 19.5 万元，集体经济实现了从 0 到 11 万
元的跨越。
　　村民蒙英张一家 8 口住在近 180 平方
米的水泥房中，干净的自来水从水龙头里汩
汩流出。新家宽敞明亮，让人难以想象两年前
他住的老房子还没有通电，还得依靠煤油灯
照明。“之前住在山里独门独户的木瓦房，因
为离山泉水近，挑水还算方便，但是现在在自
己家里就有源源不断的自来水了！”蒙英
张说。
　　研下屯脱贫户罗桂英的新家坐落在公路
旁边，门口的硬化路一直绵延到山下，两层水
泥房紧紧倚靠着背后的山体，仿佛是大山的
延伸。这间 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罗桂英一
家建了 3 年。他们自己动手，用钩机开凿公
路旁的大山，用一块块石头和砖头垒新房、砌
水柜。经年累月中，一座两层火柴盒状的水泥
房在大山和公路之间拔地而起。韦德王说：

“我很佩服他们家，不等、不要、不靠，在政策
的支持和村干部们的协调下，凭借着自己的
双手改善生活。”
　　在八好村，每家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脱
贫故事。木瓦房变成了砖房，屯级路从只有一
条变成了“每一条”，贫困户的医疗报销有保
障，每家每户的家庭水柜旁还有从红水河引
来的自来水。八好村支书蒙任光说，没有脱贫
攻坚就没有八好村的现在。
　　原来一直陪伴韦德王的小汽车进了展览
馆后，他又买了一辆同款汽车。开着车行驶在
绵延曲折的盘山路上，硬化路不会再像过去
走砂石路那样留下车辙。但是过去 3 年脱贫
攻坚路上的那一条条车辙，却烙在了韦德王
心中。
　　今年 5 月结束驻村工作的韦德王，有
时候会去展览馆看看他那个满是风霜的

“老战友”。他饱含深情地说：“是党员干部
群众齐心协力，才有了八好村的今天。也是
因为有了全国千千万万个默默无闻的基层
干部、驻村队员，才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
面胜利！”

驻村书记磨坏 29 条轮胎的“老伙计”成了展品

  八好村弄豪屯的砂石路刚刚修通，碎石多、路况差，驻村第一书记韦德王驾车下屯途中，经常
要下车将大石块搬走（2019 年 12 月 16 日摄）。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