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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徐海涛

2004 年，安徽省地税局干部杨传杰报名参加了省委组织
的“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农村任职”行动。34 岁的他没想到，
此举将改变他之后十几年的生活轨迹，也将改变他所下派去
的安徽 3 个贫困村的面貌。

改变最大的是他的人生定位：留在农村为百姓做事，是一
条能更好实现自我价值之路。12 年中 10 年下派，他选择做一
枚“钉子”，牢牢钉在群众需要的扶贫发展一线。

第一次下派：从“小书生”到“大能人”

2004 年 2 月 2 日，杨传杰上任岳西县天堂镇木冲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的第一天，村里就来了一群要债的人。

原来，这个村前几年大办乡镇企业，举债兴建了麦芽厂、
五金厂，现在企业不仅停产倒闭，还留下了 430 万元债务。

“看他像个小书生，算了吧，这债估计是没指望了……”要
债的人倒没有多难为杨传杰，但杨传杰心里憋了一口气。

当天，杨传杰连夜翻看账本、分析债务。随后两个月，他带
着干部大量做协调工作，向法院申请破产，依法将企业拍卖，
化解了债务、还上了欠薪，村集体还新增收入 28 万元。

“省里派来的杨书记，有一套！”一炮打响，杨传杰从村民
眼中的“小书生”变成了“大能人”，大家愿意跟着他干。

当时的木冲，全村只有一条坑洼的砂石路，很多村民生活
困难。在杨传杰带领下，全村凝心聚力寻找致富路。

原本“不爱求人”的杨传杰，带头跑市场、找项目，一季下
来帮村民销售茶叶 20 多万元，还从北京引来一个 120 万元的
无公害茶园项目。村里聘请专家举办养殖培训班，全村第一年
仅养猪就增收 50 多万元。

杨传杰在木冲三年，村民年人均增收近 900 元，修了两条
主干道，建成一条商业街，全村面貌显著改观。

在木冲村海螺河畔，立着一座“民心碑”。碑文记载，历史
上这里只有一座“桥低路陡无护栏”的小桥，“人车落河”时有
发生。经杨传杰担保筹资、申请拨款，建成长 8 米宽 5 米的海
螺桥。完工那天，河两岸的群众放起鞭炮，立碑感谢党的选派
工作，“铭记功德、昭示后代”。

第二次下派：“不要项目不要钱，只留杨

书记再干两年”

2007 年，杨传杰结束了第一次下派回到机关。“按理说，
回到合肥全家团聚，条件好得多，我却时常怀念在农村的三
年。”杨传杰说，给他带来最大触动的，是 2009 年 11 月小岗村
第一书记沈浩的离世。

“我和沈浩是同一批选派干部。从他身上，我认识到一个
人要实现价值，不一定要当多大官、发多大财，而是要实实在
在地为民办事！”拿沈浩当镜子，杨传杰下定决心，再去农村。

2010 年初，经组织批准，杨传杰下派到皖西北的涡阳县
义门镇小辛村。相比皖西南的木冲村，这里的条件更艰苦。全
村 8 个村民组没一条砂石路，村部在租来的三间民房办公。

多方筹资建起 530 平方米的村部，政策上墙、村务公开；

引资修通 8 公里水泥路，打机井 40 眼，新挖水渠 4 公里，解决
多年的“行路难”、“用水难”。

两年的下派时间很快，杨传杰争分夺秒帮乡亲们办实事。
2012 年，小辛村 467 户村民联名给安徽省委写信：“我们不要
项目不要钱，只留杨书记再干两年！”

第三次下派：留在小辛村，村里迎来前所

未有的大发展

抉择时刻，杨传杰的家人给了他最大的理解与支持。刚上
高中的儿子说：“老爸，我知道你是在给大家做事。你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学习！”

最终，杨传杰第三次选派留在了小辛村。他任职 4 年，村
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引进 3 家规模以上企业，解决了
300 多名群众就业，人均年增收 2 万多元。

第四次下派：“我的事业在农村，梦想也

在农村！”

2014 年 9 月，杨传杰在小辛村任职期满。他再次申请，希
望第四次下派。

“7 年农村工作使我认定，这里有最需要我、适合我的事

业！”杨传杰说，他在基层锻炼了能力，改变了心态，实现了价值。
杨传杰第四次下派的太湖县晋熙镇九龙村，是个地处大别

山区的国家级贫困村，贫困人口达 752 人。
杨传杰跑遍 28 个村民组，发现致富难的关键是缺设施、缺

资金、缺信息、缺理念。
如村民李曙光等人凑钱建了个养猪场，由于山路未硬化，

车开不进来，生猪、饲料只能“人力转运”。又逢行情低迷，连年
亏损，濒临倒闭。

“扶贫要扶到点子上，缺什么、帮什么！”杨传杰先带李曙
光调研市场，判断“猪周期”即将进入上升阶段。其次帮他跑银
行，获得 50 万元贴息贷款。第三，积极争取项目，修通养猪场
对外的水泥路。

去年初开始，猪肉价格迅速反弹。李曙光的养猪场全年盈
利一百多万元，还带动了八户贫困户脱贫。

找准“穷根”，带头实干。杨传杰来九龙村不到两年，全村
300 多人脱贫，干群齐心兴修水泥路 10 多公里，修建水利设
施 30 多处。经他奔走，村里失去双亲的孩子小陶得到社会资
助，今年以超出一本线 30 分的成绩考上大学。

“村里下一步开展‘三变’试点改革，首期一千亩，农民变
成股东。还有九龙涧瀑布、吊羊打鼓寨等旅游资源，我们正规
划开发……”

谈起九龙村的未来，杨传杰如数家珍。他说，农村是大有可
为的人生舞台，与他的梦想紧紧相连。 新华社合肥电

本报记者汪军

土家族“羊倌”田秀珍又当工
人又当老板。盛夏的日子里，早上
六七点钟，她一边同来羊场做工
的工人一起干活儿，一边安排人
到山上照顾羊群。望着晨光下的
草场，她依然难以相信自己真的
在石旮旯地里干成了事业。

在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
自治县中寨镇，问及一个养羊的土
家族女人，几乎无人不知。这人便
是田秀珍，带动脱贫属她“甲”。在土
家人的话语里，如果用“甲”来形容
一个人，那就说明某人特别能干、

特别有本事。在中寨镇中寨村养羊
的田秀珍，远近都知道她“甲”。

放弃

在贵州遵义有稳定的工作，
能与丈夫和儿女团聚一处，家中
有积蓄。2008 年，田秀珍放弃了这
样的生活，她决定带着 50 万元存
款，回到从小长大的中寨村，一门
心思养羊。当时，几乎没人看好。

“这片土地似乎总有一种磁场
在吸引我，山上有水库，山顶有杉
树，山坡有牧草，雨后彩虹环绕我
的房屋，就像人间仙境。”总是面带
微笑的田秀珍对当下的一切都积
极乐观。然而，8 年前的这里，荆棘
丛生，一片荒芜，难以想象会有如
今的“风吹草低见牛羊”。

还记得 2008 年 3 月，只身一
人来到中寨村胖子屋基，这是如今
羊场所在地。田秀珍用木棒支起一
个架子，用塑料薄膜盖在上面，从
薄膜上撕开洞口当成一扇门，简易
的一间屋子就这样建起来。她很想
老家这些石旮旯发生变化，因此忘
了一个人睡在山上的恐惧。

将遍地荆棘清理，在石旮旯
缝里种上牧草，建圈舍修便道，田
秀珍用了无数背篓。过去的几年，
她学会了开拖拉机、挖掘机、铲
车，几乎建设所用的车辆都学会
了。“车子开坏了四五部，现在有
一辆也快坏了，我不卖也不修，为
今后留个念想。”她说。

刚开始，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太
多，人的住宿和羊圈基本没分开。
卧室和厨房紧邻圈舍，后来才慢慢
盖了住房。十天半月不洗脸不洗澡
是常事，因为一点一滴都要自己亲
手去做，时间实在太紧。

因为不懂兽医，羊出现病情
后，田秀珍最是头疼。为给羊治
病，她曾花 5000 元从桐梓县请来
养羊大户指导 40 天。后来，她自己学宰羊、剔骨，目的是为
了掌握羊的生理特征，进而懂得如何给羊治病。

带动

2008 年来到中寨村这片土地上，是田秀珍离开 11 年
之后的“再次光临”。不过对于她的举动，部分村民并不欢
迎。她说：“有群众不理解，认为我养羊占了地盘，后来逐步
带动大家，一天天相处变得融洽。”

随着田秀珍养羊项目的逐步推进，村民有了不少活儿
可以干，能挣钱。修路、砍杂草，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能做。这
几年，一些村民在田秀珍的带动下养羊，生活好了不少。

中寨镇三会溪村距离田秀珍的羊场大约 15 公里。
2013 年，家住三会溪的杨胜强认识了她。从 30 多只羊发展
到如今的 250 多只，另外再养了 80 多头牛，并解决 13 位残
疾人的就业，这一切让杨胜强特别感谢田秀珍。

“无论是养殖技术，还是给羊治病，包括市场销售，甚至
我出门和别人见面时的穿着、发型，田大姐都教我。”杨胜强
句句不离“田大姐”，话语里带着对田秀珍的感激。因为是残
疾人，杨胜强以前与人打交道时，心里难免自卑。去扶贫办、
残联、畜牧站办事之前，田秀珍会像教孩子一样指点他，有
时还会带着他一起去。

中寨村村民黎霞从 2008 年开始，几乎每年都要在田秀
珍的羊场做零工，平均一年有 100 天左右的时间，每天有
100 元收入。同黎霞一个村的何小平是泥水工，一年有将近
40 天在田秀珍的羊场做活儿，每天工资有 250 元。

田秀珍带动附近村民脱贫致富，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
头。邻近的红色村村主任杨明权经常和田秀珍交流，养羊项
目从 80只发展到了 180只。“一般的男人都没她舍得干，实
干苦干带领 30 户贫困户脱贫，石旮旯的群众依靠养殖看到
了希望。”他说。

执着

高中毕业的女儿在家等待录取结果，这让田秀珍减轻
了一些负担。她可以专注市场，因为远近不少养殖户的销路
几乎全靠她。

记者下午在羊场采访结束时，田秀珍略带歉意地说：
“今天一天没洗脸，不好意思，因为上午牛产仔需要护理，一
直忙到中午。”一忙起来，她就会忘掉一切，专注于自己的
“养殖事业”。

除了 220 多只羊，田秀珍的羊场目前又发展了 80 多头
牛，流转了 200 多户村民共 1500 多亩土地种植牧草。随着
羊场的壮大，田秀珍感叹自己对丈夫和儿女的“愧疚”。

起初开始养羊，儿子才 4 岁，8 年过去，田秀珍心里觉
得没有给予孩子应有的母爱。去年，田秀珍被评为首届“乌
江先锋人物”。在颁奖晚会上，还没走上颁奖台，她就开始掉
眼泪，等到第一句感言说出口，她已完全哽咽。

当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田秀珍一直把目光注视在记者
的笔记本上。她说，在外人看来，舍弃同丈夫和儿女团聚只是
一句话，可是这 8年走过的路，漫长与艰辛，只有自己最清楚。

自从“养羊事业”起了步，女儿朱丽壬平常只能通过电
话问候她。不过，最近一两年，朱丽壬很少打电话。“除非有
事才会打电话给妈妈，要不然不会打，因为每次接电话都说
有事很忙。”当田秀珍听到这番话时，眼睛忍不住全部湿润。

丈夫不止一次劝田秀珍“别那么折腾”，但她一直很执
着。对于未来，田秀珍思路很明确：“凭我的技术和经验，让
更多的村民依靠养殖脱贫致富，争取把中寨镇发展成养殖
大镇。”

“钉子干部”杨传杰十年下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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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传杰（左）在安徽太湖县晋熙镇九龙村帮助养鸡农户为鸡苗进行疾病防控（2015 年 9 月 1 日摄）。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王念、王军伟

百色市田阳县那坡镇尚兴村的“老支书”莫文珍在当地是
个“名人”，因为他干成了一件别人不敢想、不敢干的事。

从 1987 年起，莫文珍带领全村 14 个自然屯、220 户
1300 多人用 10 年时间陆续从九分石头一分土的大山深处整
体搬迁出来，前后用了近 30 年时间在几十座荒坡上种植芒
果，发展副业、输出劳务，终于“搬了出来、稳了下来、富了起
来”，成了远近闻名的移民新村。

中央提出“十三五”期间对 1000 万左右贫困人口开展易
地扶贫搬迁。按计划，广西田阳县要搬迁出 4 . 2 万余人，这给
莫文珍提供了更大的舞台，现在莫文珍经常被请去给移民授
课、鼓劲。他带领村民立下愚公志、光荣脱贫的故事激励着越
来越多的人……

走前人不敢走的路：带领村民易地搬迁

“我看你怎么把人带出去的，怎么把人带回来。”
1987 年，作为村文书的莫文珍打算带领乡亲们搬迁到山

下去，当时的村支书不相信他能成功。
“你们不搬，我就自己搬。”谈话不欢而散，莫文珍撂下这

一句话。
1971年，因贫穷而高中辍学的莫文珍回到村中成为村文书。

此后的十几年间，他大部分时间是跑乡政府要救济粮、要衣服。
每次出山，都要沿着悬崖峭壁旁的羊肠小道走上七八个小时。

穷则思变，搬迁下山的念头在莫文珍读书时已经在心中
萌生。“当时我姐姐嫁到山下的一个村，一次暑假帮她放羊时，
看到村里有一些秃坡荒山，我就想能把村民们都搬迁出来开
荒就好了。”莫文珍说。

莫文珍并不孤独，当时全村 275 户中有 16 户选择跟他下
山开荒。说是 16 户，其实每户只出两个劳动力，把老人和孩子
留在了山里。他们在荒山坡上搭一个工棚，煮一大锅粥，几十
号人晚上睡在大棚里，白天开荒修路，一日三餐就是粥。

“现在的移民搬迁，国家给建好了房子，贫困户不用花多
少钱，就能拎包入住。我们那时哪有那么好的政策！因此很多
人一开始还是犹豫观望。”莫文珍说。

不相信莫文珍的还有他的父亲，莫文珍带领 16 户村民搬
迁下山时，他的父亲坚决留在了山里。

无志山压头，有志人搬山。组织群众修路、修水利、造田造
地、发展产业……四五年后，眼看着莫文珍一帮人不但站稳了

脚跟，日子还越过越好，山里的村民待不住了，在当地政府的
支持下陆续搬迁，到 2002 年全村 1300 多人全部搬完，形成了
10 个移民搬迁点。

“我去讲课时，一些人有担忧，问我搬迁后没有地种怎么
办，我就给他们讲我们搬迁的故事，再苦有我们那时苦？现在
国家帮助建好了房子，有产业的发展产业，没有产业的帮助外
出务工，你还想怎么样？脱贫关键还要靠自己，不能躺在国家
的怀里好吃懒做。”莫文珍说。

顽强不息探索产业：“稳了下来、富了起来”

多年来，在尚兴村弄蕉屯自发形成了一个芒果集散市场。
近日正是芒果收获的季节，村民们每天将新鲜采摘的一筐筐
芒果用三轮车运到这里，来自河南的商贩过秤后，装上大货
车，运到北方城市。村民们从商贩那里接过一叠叠钞票时，每
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然而田阳县委书记韦正业的心中却没那么轻松。“中央和
自治区的政策力度如此之大，搬迁肯定搬得出。关键是如何稳
得住，还要能致富。县里粗略预测，近 5 万人搬迁出来，需要解
决约 1 . 5 万个就业岗位，这才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遇到的最
大难题。”韦正业说。

实际上，万事开头难。莫文珍带领村民们摸索到发展芒果
产业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甚至堪称一波三折。

“刚开荒时，第一年种玉米，因为是新土，玉米压根没有发
芽。第二年、第三年，虽然长了出来，但是收成微薄。这时我一
个堂叔不干了，回村了，山里的群众也议论纷纷，当时我压力
很大。”莫文珍说。

附近那驼村的村干部是莫文珍的高中同学，就提醒他种
玉米效益太低，最好种甘蔗。可是种甘蔗成本高，光种子就是
一笔不菲的投入。无奈之下，1991 年莫文珍到银行贷款 3600
元买了甘蔗种子。

“这事我父亲听说了，连夜下山，一进大棚，就用手指着我
说：‘你这么大胆，不要命了，我养大你们兄妹 6 个都没有贷过
款，你是家里的第一个败家仔’。”

然而甘蔗种下不久，却遭连日大旱，蔗苗矮小发黄。莫文
珍听说县里的糖厂可以赊肥料，又去借了肥料。功夫不负有心
人。当年 6 月份施肥后，正好下场大雨，甘蔗苗开始茁壮成长。

9 月份，莫文珍打退堂鼓回到山里的堂叔偷偷下山看了
一下甘蔗长势。11 月份甘蔗丰收，还了甘蔗种子和肥料款，每
户还分红 300 多元。年底堂叔带领全家再次从山中搬迁下来。

到 1993 年时，看到右江河谷地区的农民种植芒果收入颇
丰，莫文珍又盘算着将甘蔗改成芒果。缺乏资金买种苗，他带
着村民去捡别人丢弃的果核来培育；没钱买肥料，莫文珍和村
民们提着箩筐去捡猪粪、牛粪，甚至到人流量大的码头厕所去

挑“人工肥”；不懂技术，他去参加县里的农技培训班，回来再
用方言俚语翻译给村民…… 4 年后，村里的 5000株芒果树硕
果满枝头。

现在尚兴村的许多村民都住进了“芒果楼”。村民李汉杰
1990 年搬迁下山，当时他才 19 岁。“我家种了 20 亩芒果，去年收
入 11 万元，说实话，刚搬来时，做梦也没想到能过上这种日子。”

有了产业、有了稳定的收入，尚兴村没有一个移民成为
“两栖人”。记者提出想到大山里的旧村去看看，莫文珍说，十
几年来很少有村民回去，山间小道已荒芜废弃，无法再行人，

想回也回不去了，现在旧村那一带已经是猴子到处跑了。

尚兴村“光荣脱贫”：激励越来越多的移民

“明天上午没有时间，市残联的人带人过来考察芒果种植。”
日前记者和莫文珍约采访时间，电话那头的他婉拒了记者。

5 年前，莫文珍从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但是莫
文珍更忙了，新一轮扶贫攻坚给他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坡洪镇的凤马片区是个移民村，一次县人大的领导邀请
我去讲课，我就告诉村民，实现脱贫奔小康，一是要靠党的好
政策，二是要靠自力更生，虽然搬出来后没有田地，也不能等
靠要，要主动找那些种了果树却没有精力管护的人，想办法承
包他们的果园，不懂技术，我来培训，否则行动晚了，最后连果
园都没有机会承包了。”莫文珍说。

双达村原位于田阳县南部山区，全村 930 人整体搬迁到
凤马片区。凤马片区联合党总支部副书记、双达村党支部书记
覃志明说：“听了老莫的课后，村两委班子很受鼓舞，也打算种
芒果，毕竟一些人过了 50 岁打工也没人要了，这些人也要找
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头塘镇附近有一片坡地，村里打算成立
一个合作社，把地承包下来，发展芒果产业。”

韦正业说，帮助贫困人口脱贫是当前县委县政府最大的
政治任务，因此县里想方设法让贫困群众认识到他们才是脱
贫的主体，莫文珍带领村民脱贫的故事很能激发贫困群众的
精气神，增强他们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信心和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这是他们脱贫摘帽的内生动力。

莫文珍不仅用自己的故事激励人，他还常常把课堂搬进
芒果地，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种植技术。“我喜欢讲，否则死
了，这些技术带到土里没有用。”莫文珍说。
记者到尚兴村采访时，恰遇到莫文珍在芒果地里给一些

村民传授技术。临结束了，莫文珍还不忘嘱托在场的村干部和
党员：“我们村还有一些贫困户，最近一些人承包了果树，但是
缺技术，对于这些站在十字路口的人，咱们就要拉一把，一拉
就上去了，不拉就后退了。”

“乡亲们都富裕了，我感觉自己活得有价值，也光荣。”莫
文珍笑着说。一眼望去，山峦叠翠，一颗颗芒果压枝头。

不等不靠 30 年，搬出“穷窝”富起来
记带领全村易地搬迁“光荣脱贫”的“老支书”莫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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