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脱贫，脱真贫。沐浴着和煦的春

风，记者先后在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许

昌等地，走访了 8个乡镇的 10多个贫困

家庭。聆听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

情，聆听他们脱贫致富的决心和信心，聆

听他们和驻村帮扶干部之间的亲情……

●● ●● ●●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春暖花开的时节，卢氏县官坡镇沙沟
村到处桃红柳绿，莺歌燕舞，一派生机勃
勃。

“吱—吱—吱——”响声从村民李献军
家传出。走进院内，映入眼帘的是满地鹅
卵石。坐在马扎上的李献军，正用机械加
工鹅卵石。他在石头上凿出孔，之后再配
上绿植。“这些加工过的石头，一个能卖三
五十元。”李献军兴奋地说。

山沟里的人咋想到加工鹅卵石赚钱
呢？“是小聂给指的路。”李献军说。小聂叫
聂金锋。2017年底，县直干部聂金锋被派
到沙沟村担任驻村工作队队长。沙沟村是
省定贫困村，一沟十八岔，每岔多则三五
户，少则一两家，人均不足 0.6亩耕地。上
任伊始，小聂曾动员贫困户种植中药材，自
己还搭进去3000多元，却收效甚微——不
少药材或被野猪糟蹋，或因气候原因无收
成。

咋能为群众找出一条风险小、效益大
的致富路子？小聂愁眉紧锁。2018 年 9
月，小聂入户走访路过村边溪流时，满眼的
鹅卵石让他突发奇想：能不能把石头做成
栽植盆景的盆钵来卖？说干就干。小聂自
费从网上买来工具，试着加工了几个石盆，
拍成图片发到微信朋友圈。仅一天，石盆
被“订购”一空……

“石盆加工基本设备只需300元，风险
小，见效快。咱村边河沟里的石头多的是，
除了人力和钻头磨损，几乎零成本。”小聂
喜滋滋地向几个贫困户“推销”着，也暗自
算了笔账：每个石盆卖三五十元，一天按加
工 10个算，起码 300元，“加工一个月，就
能让两个贫困人口达到脱贫标准！”

“这主意不错！”贫困户贾来锁、李献军
跟着做了起来。然而，由于设备简陋，产品
生产效率太低，品质也不高。要提升产品
质量，就必须更新设备。可小聂在网上一
查，一套正规设备需要几万元。

自己动手升级制作设备行不行？县城附
近的废品收购站里，出现了小聂和几个贫困户
的身影。用了足足半个月时间，他们终于
把配件捡齐了。自己买来电焊机，小聂摸
索着，硬是把所需设备焊接成型……

“升级”的设备有了，产品如何卖出
去？闻听县里举办旅游节，小聂带着贫困
户贾来锁驱车百余公里前去推销。人山人
海的会场上，石盆配上多肉、绿植，引来了
众多游人青睐，十多个石盆卖出去了，400
余元的收入让贾来锁咧开的嘴一天都没合
上……

“小聂啊，再有这样的好事儿，你一定
要带上我！”因故没能同去的李献军既羡慕
又“嫉妒”，这句话都跟小聂交待了好几
遍。不过现在，无论是他还是贾来锁，都不
再为销路犯愁了——小聂用微信朋友圈，
一传十，十传百，把鹅卵石销到了天南海
北。

而今，对于村里贫困户发展石头盆景
产业脱贫的前景，小聂也是充满信心，“几
个贫困户尝到甜头后，一个比一个干劲儿
大！”

精美的鹅卵石，在勤劳的人们手里，真
的是会唱歌的。

牛铃声声催人勤

禹州市磨街乡山脚下的青山岭村，青
草葳蕤，花木环绕。一个农家院外的梧桐
树下，几头黄牛正闭目养神，偶尔有牛一甩
头，便有一串铃铛声清脆响起。

葛国昌的家背靠大山，家徒四壁。他
的父亲常年有病，妻子和儿子都患有先天
性眼疾，近乎失明。只有他一个劳力，家庭
入不敷出。2016年，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情
况，把他家定为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扶贫帮扶中，
驻村干部建议葛国昌发展养牛业。葛国昌
说：“只要能脱贫，我自己吃点苦倒没啥，可
我连本钱都没有，咋养啊？”

得知葛国昌的顾虑，帮扶人员协调爱
心企业，为他捐助了三头牛犊。

牛犊牵回了家，葛国昌把厢房腾了出
来，开始了养牛生活。

“人家给我的是活生生的牛，如果我给
养死了，或者瘦得可怜人，还不让人耻笑
啊？”葛国昌就像养婴儿一样照顾着牛犊。
他把秸秆用铡刀铡碎，粗草细喂；给牛饮水
时，他每次都烧成温水。

葛国昌一边把牛散养，一边在山上采
摘蒲公英、金银花等中草药，熬成汤剂喂它
们，预防牛犊生病。有一次，一头牛犊病了，
啥也不吃。看到这种情况，葛国昌疼在心
里，他把家里攒的鸡蛋给牛犊拌食吃……
牛犊康复了，葛国昌也露出了笑脸。

牛犊膘肥体壮、毛色发亮时，葛国昌却
并不急于卖。精明的他，认识到了自己本
钱不足，却也想在养牛这条路上，滚动发展。

3头，5头，11头……葛国昌的饲养规
模越来越大。2017年 11月，他以 7000元
的价格卖了一头小牛，有了他养牛以来的
第一笔收入。现如今，葛国昌家始终保持
着十几头牛的规模，“价值十几万哩，脱贫
不是事儿！”

在和葛国昌闲聊过程中，听他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是：“牛要是养不好了，对不起
人家啊！”也许正是这样的责任心，葛国昌
在讲述未来“大规模”饲养规划时，显得自
信和兴奋：“村里看我养牛养得好，正为我
协调办养牛场的事儿呢。真到那一天了，
我会把周边愿意养牛的贫困户都招到场
里。脱贫这个事儿解决了，咱还得加把劲
儿奔小康哩！”

第一书记和五保老人

郏县冢头镇梁庄村共有 618户，其中
贫困户有14家。77岁的老人谢同根，7岁
就失明了，无儿无女，是村里的五保户。

驻村第一书记朱国强还在村道上走
着，老谢就闻声从院里赶了出来。“朱书记，
我又说了一桩媒！”“老谢，你又不拄拐杖在
外面跑了。”朱国强连忙迎上去。

别看老谢是盲人，会修缝纫机、自行
车，还会拉弦子、吹笛，更神奇的是，他还成
功说成了78对媒，被人称为“媒茬儿”。

围坐在 2017年由政府出资给老谢盖
的新房前，朱国强介绍说：“老谢很实诚，从
不给公家找麻烦。”听着朱国强的夸奖，老
谢笑了：“别光夸我，人家朱书记跟我一样，
都是实在人。”

寒暄间，朱国强发现老谢手里有一大
串钥匙，好奇地问他都是谁的。老谢说：

“咱村几个邻居的，他们出去打工了，门没
人看，狗没人喂，让我帮着照看哩。”“那你
可得注意别磕了碰了。”朱国强话音刚落，
老谢不愿意了，一撇嘴，“这方圆二十里，我

熟着哩”。
的确，老谢义务帮人修车几十年，跑遍

了周边的沟沟坎坎。人们都说，别看他拄
着拐摸着路走，比正常人走得都快。由于
他义务帮人修车、说媒，所到之处都有人管
饭。

“你最近又扎扫帚没有？”“咋好意思一
直麻烦哩！”朱国强和老谢一问一答。村支
书笑着解释说，老谢年纪大了，最近几年往
外跑得少了，扎扫帚成了他的主要收入来
源。朱国强驻村这两年，老谢扎的扫帚差
不多都是他帮着卖的，“别人卖10元一把，
朱书记给他30元”。

“日子过得去就行了，不能总给政府添
麻烦。”老谢说。

“老谢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经常问他
需要啥，他啥都不要。就连给贫困户统一
补助的东西，他都推辞了。”朱国强说。

2018年 5月，朱国强所在单位考虑到
他年龄大了，且“一门三书记”——妻子是
村支书，儿子也是驻村第一书记，想让他回
去，但被他婉拒了。

朱国强的儿子朱君培，就在紧邻的村
当第一书记。他俩的住处步行只需几分
钟，但各做各的饭。而且，他们平时见面，
往往是在镇里每周的例会上。在梁庄村驻
村的这两年，朱国强仅村情日记就记了满
满四大本。2018年 9月 19日，正在贫困户
家走访的朱国强接到电话，得知长期卧病
在床的父亲突然去世，他眼前一黑，摔在了
瓦砾堆上，血流满面。被几个贫困户扶起
送回家后，朱国强跪在父亲遗像前号啕大
哭：“爹啊，您也是老党员，希望您老在天之
灵能原谅儿子不能在您身边尽孝……”料
理完父亲后事的第二天，他就又回到了梁
庄村……

在朱国强的带领下，梁庄村面貌为之
一新，村支部还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
织”。如今的梁庄村，村民新居整齐划一，
文化广场设施齐全，幸福院里欢声笑语。
像老谢这样的五保老人，本来完全可以住
进幸福院安享晚年的，但朱国强劝了几次，
老谢都不愿意去，而且，他还经常乐呵呵地
拄着竹竿走东村串西村，随时准备撮合姻
缘呢。

“你还是得注意别跑太远太多了……”
不等朱国强把话说完，老谢就打断了他：

“我怕啥？政府给的补助够我花了，走到哪
儿都有好心人给咱饭吃，我也想多为社会
做点贡献哩！”

田野里的课堂

一大早，孟津县送庄镇朱寨村临街的
一栋大楼里，三楼一间能容纳上百人的大
屋里挤满了人。朱学杰正在给大伙儿讲
课。

不惑之年的朱学杰，大学学的是农
学。毕业时，他的同学有的进了政府部门，
有的当了教师，他却回了村里，“我的理想
就是当农民，新型农民。”

2000 多口人的朱寨村，上世纪 90年
代开始种无籽西瓜。朱学杰的叔叔朱忠
厚，是当地有名的种瓜土专家，也是村里第
一批富起来的人。20多年前，村里没钱修
路，村干部找上门“拉赞助”，让朱忠厚心里
很不是滋味。难道村子富不起来？村民富
不起来？

朱忠厚不信这个邪。他把一双儿女和
侄子朱学杰都“劝”进了农学院，“学成了，
我希望你们都还当农民。”

暑假里，朱学杰每次从学校回来，就是
帮叔叔“看瓜”——育种、收获。积累了经
验，更明白了道理：“种田还是得靠科学啊！”

“理论咱先放放，咱先到地里看看去。”
课讲到一半儿，朱学杰忽然说。呼啦啦，百
多号人跟着他就往大棚里去。如今的朱学
杰，流转着 200多亩地，二三十座大棚里，
全是种苗。为育种，他曾失败了一次又一
次，也积累了经验。

走进温棚，一排排绿莹莹的西瓜苗展
现在眼前。“都看看这瓜苗有啥异样？不瞒
你们说，这是60个不同品种的苗！”

“咦，看不出，恁多哩！”有人惊叹。“这
多啥？明年再种时起码淘汰其中百分之八
十！”被朱学杰请来看棚的贫困户朱聚元接
腔说，“咱育种就是为了优中选优，每年都
给大家培育新品种哩。”

“老规矩，来听课的贫困户想种，每户
先给二两免费种子！”朱学杰话音刚落，掌
声响起。

“二两种子”听着不多，但瓜农都知道，
这是一亩地的种子——2018年，朱学杰培
育出4000多公斤种子，一半儿都免费送给

瓜农了。不仅附近村落的贫困户找他求种
子，焦作、安阳等地的贫困户也慕名而来。

“谁有啥疑问抓紧问。没问题了咱去
下个棚，我给大伙儿说说咋套种。”话音甫
落，“朱老师”“朱老师”的声音此起彼伏，有
问技术问题的，还有这样问的：“你给俺免
费种子，包技术不包？”“当然包！在你脱贫
之前，我还每年给你提供新品种！但你可
别十年八年都脱不了贫啊！”说了这句，朱
学杰自己先笑了。笑声中，人群随着他鱼
贯而入了另一个大棚。这棚里，一半是草
莓，一半是彩色辣椒。看着满地熟透的草
莓没人采摘，长熟的辣椒坏了、烂了，一些
人奇怪了，朱学杰解释说：“这是示范田，就
是为了让大家看个明白。现在我就给大家
说说咋套种、套种啥更科学……”

这是朱学杰今年办的第二期培训班。
每年，他都要举办十多期培训班。不仅自
己讲课，他还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
等专家来给附近的瓜农作指导。当地人提
起朱学杰，最常用的一句话是：“我们身边
的西瓜专家！”

“我算不上专家，就是想当个新型农
民。”别看朱学杰年纪不大，从他回村到现
在，已完成国家及省市级科研项目 13个；
获得专利和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8项……

“以前人们都是凭经验种植，生产水平低，
效益不稳定。我现在做的事儿，就是要让
大家都学会科学种植。我得带动更多人，
尤其是那些因没技术而致贫的贫困户，只
有他们富裕了，大家才能真正都过上好日
子。”朱学杰说。

胜似兄弟情

太阳偏西，驻村干部刘光辉走进了禹
州市方岗镇方东村贫困户方国生家的院
子。院西的羊圈里，有十多只大大小小的
羊。

方国生家是方东村 8个贫困户之一。
他耳聋，平时靠手势与人交流。他妻子智
力障碍，腿脚也有残疾，还有两个未成年的
子女，日子过得相当艰难。

2016年 5月，方国生一家被定为贫困
户，刘光辉成了他的帮扶人。刘光辉第一
次来到方家时，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屋里
除了两张床、一张桌子和满地破衣服外，几
乎没啥物件儿。而且，屋里散发着难闻的
气息。

刘光辉拿出 100元塞到方国生手里，
打着手势说:“你去理个发洗个澡吧。”次日
一大早，刘光辉带着清扫工具再次来到方
家，看到已理了发洗了澡，人显得年轻十来
岁的方国生时，他笑着说：“来，老哥，今天咱
一起先把家里的垃圾清扫清扫。”

整个上午，他们干着聊着，刘光辉对方
家的基本情况有了了解：除了贫困，方国生
的妻子和子女均没有户籍。没有户口，意味
着不能分地和享受村集体福利。于是，派出
所、民政局，村里、乡里，刘光辉来来回回跑
了几十趟，几个月后，终于解决了三口人的
户口问题，并为他们协调来了耕地……

随后的一个雨天，刘光辉又特意来到
方家。抬头向屋顶望去，几块塑料布遮挡
着碗口大的窟窿，雨水不停地落进屋里。刘
光辉用手机拍下了“外边大下，屋里小下”的
镜头，多次找到爱心企业筹措资金，购来钢
瓦加盖了屋顶，并把屋内外粉刷一新……修
房的过程中，刘光辉一直在现场帮着工，感
动得方国生拉着他的手说：“兄弟，我以后就
叫你兄弟吧！”

方国生的女儿初中毕业后一直找不到
工作，还没上初中的儿子也退了学。“这怎
么行！”刘光辉坐不住了，先是让方国生的
女儿到一家月嫂公司培训，又为他14岁的
儿子找到学校，鼓励孩子回到了琅琅书声
的校园……

眼瞅方家没几把椅子，刘光辉买来了
椅子和饭桌；缺少生活必需品，他就趁回城
时捎来；方国生的妻子病了，他开着自己的
车接送；羊圈破了，他帮着改扩建……“俺
家缺啥少啥，俺兄弟都替俺想着哩！”方国
生逢人就说。

2018年上半年，刘光辉调走了。离开
的那天，方国生紧拉着刘光辉的手，久久不
愿放开。

如今，刘光辉虽然在别的乡镇继续帮
扶，但他没忘记自己的“穷哥哥”，前不久，
他专门邮购了一款适合方国生的助听器。

当刘光辉把调试好的助听器戴到方国
生耳朵上时，方国生一声惊叫：“兄弟，你的
话我听清楚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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