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方立新、田朝晖、李坤晟

8 月的雷首山，骄阳烤炙。一群背着背
篓的农妇，冒着烈日到山顶上羊场拾掇羊
粪，送到附近的烤烟田积肥。

她们都是村里的贫困户，现在为村集体
做工，每天有 75 元工资。

“余支书，上(山)来了？”她们和余启良
打过招呼，说说笑笑往羊场走去。

烟田里的烤烟已有半人高，密密麻麻，
很有气势。余启良顺手掐掉了其中几株的杂
叶，指着与烤烟长在一起的一株树苗对记者
说：“这就是今春村集体种的软籽石榴，最快
明年能挂果。”

顺着他指的方向瞧去，金黄的烟田里果
真“混种”着不少开紫色小花的植物。

种植软籽石榴是雷首山村脱贫攻坚的
主打项目之一，与村集体种植的李子，筹建
中的山羊养殖合作社，是村支书余启良现在
最操心的事。

余启良每天骑着摩托上山看进度，大大
小小、事无巨细。乡亲们巴望他这位支书领着
脱贫致富，“只能战战兢兢，不能有一丝马
虎。”

但是，在贵州石阡县群山深处的这个贫
瘠山村，村民都知道：支书能挺到现在，已是
十万个了不起！

“答应村民的事，不能半路

撂挑子”

2016 年春节前，当时还是村主任的余启
良被确诊患有肺癌。医生把女儿余娜拉到一
边悄声说：“你父亲最多还有 2年时间。”

但 2016年 11月村“两委”换届，余启良却
仍然被全村党员全票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当初村党支部换届选余启良当书记，爱
人李光群第一个不依。

但投余启良票的，就有余启良自己。
余启良不是不在乎自己的身体。
县医院出具的诊断书上是代表病情的

字母缩写。女儿余娜回忆，在去重庆做二次
检查的路上，猜到几分的余启良不停用手机
搜索其指代的含义。

一年多来，余启良定期去重庆接受放化
疗。在石阡县坪地场乡的家里，余启良指着
手机上一张病历的照片对记者说：“6 月份
复查，(肿瘤)缩小了。”

短短几秒，记者没看清手机照片中，诊断
结果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据，却清楚感受到眼
前这位形容消瘦的中年人，渴望从旁人那里获
得对自己身体正在好转的信心。

明知时日不多，这么玩命为了啥？
“雷首山村的担子，只有你能挑起来！”

老支书余力对余启良这么说，余启良自己也
这么想。

“我不是贪恋当村官不想让贤。”余启良
说，一来村民把他当“主心骨”，自己作为“领
头羊”，很难放弃责任，很难抛下盼望脱贫的
乡亲；二来，2013 年当选村主任时，他向村民
保证：在自己任上，雷首山村一定要实现水
电路“三通”。如今，离“三通”还差最后一把
劲，自己必须挺住，兑现诺言。

4 年之前的雷首山村，从乡里到村部的
主路、9 个村民组之间的通组路，全是没有硬
化的泥巴路。一到下雨天，坑坑洼洼，满地泥
泞，村民下山赶集都是奢望。

村子离石阡县坪地场乡乡政府并不远，
却是全乡最闭塞的地方。即便在石阡，也有
很多人不知道山上的这座村落，222户人家。

喝水也要看天。村民靠山上盛雨水的水
窖过活。每个村民组只有一个公用水窖，水里
还总渗着股虫子和树叶的味道。

村民用电也是难题。尤其春节前后，外
出务工者回家，用电的人一多，除夕初一连
电饭锅也用不了，家家户户只得临时上山
砍柴。

余启良被确诊癌症时，“三通”工程正在

节骨眼上，脱贫攻坚发展集体经济正值关键
时刻……

余启良的逻辑很简单：自己当选“村官”，

就是“抢到”了为村民服务的机会，因此，“答
应村民的事，不能半路撂挑子。”

父亲筑渠我修路，父子接力

斗贫魔

“我们这地方太穷了。你长大后，有了能
力，要像你父亲一样为乡亲们办事。”小时
候，母亲常对余启良这样说。

高中毕业后，余启良离开了雷首山村，
成了供销社的职工。但母亲的话，他一直记
在心上。

余启良的父亲余道洲在上世纪 60 年代
曾任坪地场乡党委书记，在当地“官声”颇佳。
如今，还不时有认识他父亲的老人拍着他的
肩说：“要好好做，像你父亲当年一样。”

父亲多么了不起！但他去世时，余启良
只有 4 岁。

在女儿余娜的记忆里，父亲跟自己提到
爷爷的次数不多。但每次说起，父亲都要流
泪。

身患癌症仍然接受村里党员的选择当
支书，余启良认定这是父子接力斗贫魔。

从 2016 年 11 月，余启良担任村支书至
今，雷首山村建起了 3 个提灌站用于引水，全
村 70% 的居民告别了从水窖担水的生活。村
里的公路也终于完成了硬化。

这几年，余启良带领村民做了很多事，
但他认为自己和父亲还是比不了。

尽管对父亲生平的了解，更多来自母亲
和乡邻的讲述。但说起父亲，余启良总是很
自豪：“他带领村民修了两条水渠。一条将
后山的山泉水引到街上，解决了乡里的吃水
问题；还有一条经过白家、上坝和黄泥塘几
个村民组，直到 2005 年左右，这几个村民
组喝水还靠它。”

“你觉得自己赶上他了吗？”记者问。
“比不了。我在村里做事，我父亲是

为一个乡里的老百姓做事。”余启良说，
“但我只有尽到了责任，父亲会含笑九泉
之下的。”

没有余支书，就没有这条正

在硬化的路

在雷首山，水电路“三通”是关乎脱贫的
大事，尤其是修路。

2010 年，离开雷首山村 20 多年的余启
良，从供销社“提前退休”，回村发展山羊养
殖。

有村民找到当时还没当村干部的他说：
“过去你在供销社工作，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
我们找上面要一点钱，把路修一下。”

村民的期盼，余启良记在心间。当选村
主任后，他全身心扑在修路上。即便在重庆
检查治疗的时候，他的电话也没有断过，大
多都是关于修路的事。

“别让他们给你打电话了。”爱人李光群
抱怨说。

“不问我，他们找谁？”余启良回应。一旦

说到修路，余启良就忘了自己的身体。
在雷首山村修路，真离不了余启良———
位于山顶的甘家山村民组要修 800 多

米通组路，每人需要出 500 元投劳费。因为
地理条件，这个费用比别的村民组都要高出
一大截。但组里留守老人多，经济困难。余启
良就以自己的山羊养殖合作社的名义赞助
了 10000 元。

下寨组的通组路要经过双寨组村民余
启龙家的责任地。余启龙家又和下寨组其中
一家村邻的父辈闹过矛盾。在凯里打工的余
启龙指示在家的爱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
路从自家过。为说服余启龙，余启良一次一
次地做工作。最后，余启龙的爱人感动地哭
着打电话劝丈夫回来签字。

如果仅仅是当老黄牛，对余启良这样早
把自己后半生许给家乡的人来说，真算不得
什么。在村里工作，真正的麻烦是必须板起
面孔，不怕得罪人。

村里的通组路只能过 5吨重的车。一户村
民为修自家宅基地开来 10吨重的挖掘机压裂
了路。村邻不敢说，别的村干部明哲保身，只有
余启良上门讨说法，要赔偿。对方骂得很难听，
但余启良不为所动。
还有村民修房子把 4 . 5 米宽的通组路占

去三分之一。村里人怕得罪人，视而不见。余启
良直接用锤子把对方立的桩敲掉。对方气急败
坏地让余启良别得意，“当官当不了一辈子”。
余启良说：“我就是只当一天，也不行。”

年轻的驻村干部徐宾 2016 年来到雷首
山村工作。短短半年多，他得出结论：“老余
真不怕得罪人！”

“我公私分明，不怕得罪人。”余启良说。
从坪地场乡到雷首山村是一条陡峭的

盘山路，余启良每天都会骑摩托从这上山。
承建此路硬化工程的施工队，一开始干得很
潦草。用余启良的话说，蹲下身掰一下路沿
就裂了。

一年多年来，余启良常同对方据理力争、
斗智斗勇。去重庆治疗的时候，他一定让村民
们盯紧了，随时电话沟通。对方嫌他多事。但
余启良更恼火：“你们为何总是出了问题才修
修补补？”

今年 8 月，记者来到雷首山村时，这段
2 . 7 公里的公路，路况平整。几位妇女正拿着
壶往路中间的缝里一点一点倒沥青。

村民们都说，如果没有余支书，就没有
这条马上就要验收的公路。

直到快到山顶，在余启良的山羊养殖合
作社附近，路突然变得颠簸不平。记者一行
人只能下车步行。

最后怎么没有修？
“我是村支书，村里的路还没修完，哪能

先修自己合作社前面的路？”余启良说。
爱人李光群说他爱面子。余启良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爱面子。他说，既然当了干部就
要像父亲那样为老百姓做实事。

培养后生接过脱贫接力棒

雷首山村快实现“三通”了，现在余启良
谋划着怎么发展村集体经济，怎么带动老百
姓脱贫致富。

2017 年春天，贵州省掀起“脱贫攻坚
春季攻势”。余启良和村干部带领村民们开
垦荒地，按乡里的建议，发展石榴、李子和
烤烟。

初春的石阡县阴雨绵绵。这种天气对正
在治疗中的肺癌患者非常不利，稍有不慎引
发感冒就会有生命危险。

但余启良坚持每天到一线，只要不是去
重庆治疗，就从不缺席。爱人李光群拗不过

他，只得准备好帽子、耳罩、护腿和棉大衣，把
他裹得严严实实。

每天早上，余启良都要带上六种西药中
药，从街上的老屋上山。到了中午，如果夫妻俩
都在山上，李光群就会在山顶羊场的灶台上，
将中午的中药热一下。

雷首山村村主任杨凡说：“换位思考，我做
不到。平心而论，在雷首山村，只有他能做到。”

但余启良却对杨凡这个 80 后寄予厚望。
他希望杨凡以后能接过自己手中的接力棒，带
领村民们脱贫致富。

“过去他做村主任的时候，就常劝我回
来创业。说真的，以前我们不认识。直到 2010
年，他回雷首山搞山羊养殖的时候，我们才
见了几次面。”杨凡回忆当初两人相识的情
景。

当初，余启良希望杨凡回乡跟他一起带动贫
困户发展山羊养殖。在外面承包水电安装工程的
杨凡以没有经验婉拒。

“村里有点创业心的年轻人他都找过。”杨
凡说。

两年之前，杨凡回到村里。2016 年底，村
两委换届时，余启良推荐他参加村主任“海
选”。

在余启良眼中，杨凡有上进心，能吃亏。
“吃不了亏，群众工作无法做；吃不了亏，

莫来当干部。群众骂你，你要忍。”这是余启良
的信条。

杨凡上任后，余启良又劝他平时多看新
闻，还嘱咐他说：“你们年轻人爱玩。但你要记
住，自己的身份不一样。”

现在像调解纠纷、流转土地这些麻烦事，
余启良都把杨凡带在身边，手把手地教。“年轻
人都比我聪明。跟着就学会了。”他说。
现在杨凡每天至少花五六个小时在村里的

事务上，有时晚上十一二点村干部们还在商量下
一步的脱贫攻坚怎么做。

爱人抱怨自家的生意大受影响。杨凡对妻
子说，村里都是一家人，为村里做事，也是为自
己，不必太多计较。

当年，余启良也没有计较。
2013 年，老支书劝余启良参选村主任。原

本在山顶发展山羊养殖，一年至少有 10 多万
元收入的他没有犹豫。即使这份新工作，一个
月 900 元工资，半年才发一次。

如今，余启良为集体经济发展焦虑，年轻
的杨凡也在思考———

“我们村海拔高，发展种植业没有优势。我
们要因地制宜。余支书当年发展山羊养殖，在
山顶培育了 1000 多亩草地，我们的重心应该
转到养殖业上。”

2010 年，离开雷首山村 20 多年的余启良
回到家乡，带着 6户村民，将山顶 1000 多亩的
荒地重新种上青草，养殖山羊。

自从脱贫攻坚战打响，号召发展集体
经济，余启良一直期望把自己经营的合作
社并入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的村民一起
发展。

今年 8 月 30 日，雷首山村村干部召集了
全村的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去余启良的养殖
合作社考察。村民代表达成未来要扩大合作社
养殖规模的共识。

“我现在成天都在思考怎么壮大村集体经
济，带领老百姓脱贫。”杨凡说。

看着年轻人还算努力，余启良也很欣慰。
总算有人能接过自己手中的接力棒，在未来
把带领雷首山村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工作继续
下去。

女儿余娜告诉记者，自己当初同意父亲带
病工作，只是希望他能开心，对病情有帮助。
这，并不意味着她对父亲行为的认同。

但她没想到，病中的父亲却在某天对她坦
承心迹———

“雷首山村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现在我
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这里以后都好。我想看看
凭自己的能力能不能改变它。”

54 岁的他自信 5 年之内不会走，也没时
间考虑太多生生死死的问题。

两代“余书记”，接力斗贫魔
患癌症村支书余启良：脱贫攻坚是一场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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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启良在烤烟种植基地劳作。本报记者田朝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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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古。生活中，我们会被一些平凡
的人所打动，被一些不平凡的壮
举所感染。

“中国网事·感动 2017”三季
度网络人物评选结果 19 日正式
揭晓。他们甘于寂寞乐于奉献，传
递爱心造就善举，用切实的行动、
无悔的选择，诠释着人性中的真
善美。

守护生命彰显人间真情

“我谈不上是英雄……帮助人，这是很自然的事。”林启辉，
海南人，一名爱“打抱不平”的体育老师。2016 年的一天，林启辉
逛街时发现一名女店主晕倒，自告奋勇上前急救。他采取人工呼
吸、心肺复苏等施救手段，甚至用口吸出、舔出病人口中的痰，终
于使病人恢复呼吸。助人为乐已融入林启辉的日常生活：在街头
勇救被精神病患者殴打的女子；在路边帮助车祸遇险的伤者入
院就医；在小区游泳池发现溺水 3 岁女童并将其救起……

刘健军，黑龙江人。23 年来，他始终秉承“关爱老人，从身边
做起”的服务理念，热心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尤其是困难老人、
行动不便老人和空巢老人等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免费为辖区
居民理发 4 万余人次，为行动不便及临终关怀老人上门免费服
务 3000 余次，获得了辖区老年人的交口称赞。

不管自己身处何种险境，群众的危难就是“冲锋号”。7 月 23
日深夜，正在休假的消防战士杨金辉，发现一名有轻生念头的中
年女性，他挺身而出，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2015 年，一岁多
的儿子被查出患上了自闭症；2016 年秋天，已经怀孕八个月的
妻子不幸流产；近两年，母亲又连续做手术……在家人最需要的
时候，杨金辉却因工作原因难以常伴左右。在家庭变故面前，杨
金辉舍小家为大家，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义无反顾地出发，不畏艰险地潜水，你们最棒！”2017 年第
13 号台风“天鸽”来袭，一条“地下车库被淹有人被困”的求助信
息在珠海潜水圈扩散。张磊、谷金龙、黄耀佳、陶永德等十余位潜
水教练冒着生命危险，毅然赶往事发地。他们在能见度基本为
零、光线为零，且危机四伏的地下车库，6 次盲潜进车库“黑水
潭”，成功救出被困者。救援刚结束，他们又接到求助电话，立即
赶往另一个被淹车库……

于无声处谱写人生价值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坚持不懈。魏永华今年 53 岁，双腿
残疾却心存善念，风雨无阻赴“麻风村”为老人义务理发。“有些
老人‘走’之前，会专门找我理一次发。我会把他们的发型整理好，
面容刮洗干净，我也很乐意做这样的事。”魏永华觉得，陪伴老人
走过生命最后一站，自己同样得到了释放。

“哪里有地震，哪里就有杨军。”2004 年，杨军创立国内第一
支户外救援队，13 年来参与过四川雅安地震、甘肃岷县地震、云
南鲁甸地震和西藏日喀则地震的救援工作，组织过 2014 年新疆
于田地震、2015 年新疆皮山地震、2017 年新疆塔县地震、精河
地震等联合救援行动。作为壹基金联合救灾新疆地区的负责人，
他推动建立了新疆民间公益联合救灾、联合公益网络，致力于推
动新疆民间公益组织和少数民族公益事业健康发展。

今年 46 岁的陈默是武汉市一名民警，她构建了以群防群治
力量为主体的网上网下立体防控体系，被誉为武汉警界的“创客
之星”。陈默积极探索“互联网+”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创新性地
把警务工作搬上网络：“滴滴找警”破解“见警难”困惑；创造性地
建立了“阳光微警务”平台、推出了“落户一键通”并投入运行；
“掌管”2515 个微信群，使 13 . 9 万名参群居民成了民警们的“千
里眼”、“顺风耳”……她的不断创新，使警民关系更加紧密，捕捉
警情线索和民意社情更加迅速，民警日常工作更加富有效率。

自强不息书写精彩人生

面对磨难，唯有自强不息。李娟，身患脊髓性空洞症，全身瘫
痪，但她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与命运抗争。2015 年底，李娟在
朋友圈里做微商，卖出了家中滞销的苹果，一次偶然的尝试，开
启了李娟的电商之路。一年多来，李娟在微信平台卖出了 3 万公
斤水果，不仅解决了家里经济困难问题，而且帮助亲戚邻居销售
水果，成了远近闻名的“励志网红”。

“有自己的梦想，而且敢于去追求，光是这一点就很了不起。”
17 岁的“外卖小哥”毛召木立志成为一名同声传译，为了实现职业
理想，他捡起课本，边送外卖边自学英语，甚至还用英语发送外卖
短信，被人称为“励志外卖哥”。今年 8 月，毛召木通过成人自考被
大学录取，重新走进校园，他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今年 19 岁的魏祥，先天性疾病
导致他双下肢运动功能丧失，与母亲相依为命。魏祥说：“我就想
尽最大努力学习，对得起帮助我的人，也对得起辛苦抚养我的妈
妈，回报他们。”魏祥不负众望，在 2017 年高考中取得了 648 的
高分，被清华大学录取。

平凡的人也能办成不平凡的事，成就不平凡的人生。“草根
英雄”们用生命守护他人，用敬业谱写价值，用坚韧成就人生。

(记者李雄鹰、王铭禹)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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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称号的有：

“助人爱好者”林启

辉

“扎根新疆的公益

行者”杨军

“励志网红”李娟

“义剪美”魏永华

“创客女警”陈默

“励志外卖哥”毛召

木

“中国好人”刘健军

“坚强考生圆梦清

华”魏祥

“盲潜英雄”潜水员

“面对危难就冲锋

的消防兵”杨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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