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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能，浙江武义县王宅镇孙里坞村人。为传承、光

大祖上传下的这把泥壶，他已整整坚守了近40年。

在当地，这种用泥烧制的茶壶称为“西瓜壶”，是过去

农民外出劳作的标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而不当”

的泥茶壶逐渐失去了实用价值，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为了不让这门技艺失传，吴万能对泥壶的形状、外观作了

大胆创新和改进，融入了紫砂壶、陶瓷壶、玻璃壶等多种元

素。改进后的泥茶壶，兼具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受到了

不少消费者的喜爱。

张建成摄影报道

为了泥茶壶 坚守四十载

尽管已过处暑，但 8 月底的岭南地区
依然闷热。在岭南腹地深处，铁甲轰鸣、
炮声阵阵，一场高强度的实弹训练正在热
火朝天进行中。只见一辆“809”两栖装
甲突击车在训练场纵横驰骋，侧向打弹、
倒退射击、炮弹怒射，准确命中不同方位
靶标，无一失手。

指挥这辆战车的就是第 74 集团军某
合成旅 809 突击车车长王锐。训练结束
后，记者钻入突击车舱内，烈日暴晒后的
车舱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人在里面不到
10 分钟便大汗淋漓。“这个战车缺个空
调！”记者打趣到。“我这个车缺的不是空
调，而是一场实战！”王锐脱口而出。

入伍 8 年，王锐创造了一名士兵的精
武传奇：入伍第一年，他是全师唯一编车
参演的列兵，第二年成为唯一拿到驾驶一

级的上等兵；当兵第六年，他通过驾驶专
业特级考核，成为集团军年龄最小、兵龄
最短的特级驾驶员。如今，已是两栖装甲
突击车车长的王锐，精通驾驶、通信、射击
三大专业，是全军取得“两个特级、一个一
级”最年轻的两栖装甲尖兵。

在王锐所在的部队，809 车组参加的
任务最多，先后 11 次打破训练纪录，荣立
集体二等功、三等功各两次。“809”这三
个数字成为胜利的符号、荣誉的化身。
809 车为什么这样牛？营长黄炳宏说：

“刀尖的锋芒决定了钢刀的锐度，如果说
809车组是钢刀，车长王锐就是刀尖。”

一次战车越障比武，王锐驾驶的 809
战车后发赶超，过险路、越坡坎、涉水域，
履带飞转，泥水飞溅。通过大坡度土坎，
王锐踩紧油门加速至四挡。战车在巨大

惯性作用下疾驰，在坡顶腾起车身，不偏
不倚落于窄道，无任何停顿即高速前冲，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考官震惊：“还没见
过这样玩杂技的装甲兵！”

这还不算，突击车到了王锐手上，能
开出烟幕弹效果！一场演习，王锐驾车冲
击，通道暴露于蓝方射界。此时烟幕弹已
耗尽，怎么办？只见王锐猛踩油门，驾车
奔驰数十米，突然 360 度转向，战车四周
尘沙飞扬，形成遮蔽。尘沙退去，战车早
已不见踪影。

当兵就当最好的兵。指导员陈骁文
告诉记者，在他们连队，“王锐标准”就是
最高标准，“王锐车组”成为标杆车组。

最高标准是怎样练成的？王锐的回
答是“三特”：特别能抗晒、特别能抗蒸、特
别能抗晕。练驾驶，他经常在闷热的车舱

内一练就是两三个小时，内衣湿透也不下
车。练射击，他瞄到眼睛发红流泪，“摇
炮”摇到胳膊酸痛。练通信，他对着山林
喊口令，蒙上眼睛找感觉，听着噪音练辨
识，练就耳聪目明手快之功。

有一次，连队让王锐谈体会，王锐说
他全靠“笨功夫”，遵循的是“1 万小时定
律”：要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需要 1
万小时的坚持，即一周 5 天、每天 8 小时，
坚持 5 年以上。“1 万小时”也成为激励战
士成长成才的特有名词。

今年 5 月份，在部队调整改革中，王
锐所在连队编入合成营。“部队任务变
了，连队编制变了，我们的观念理念、战
位职责也要跟着变。”王锐语气坚定地
说，“唯一不变的，是我还要带领 809 车
组开始新的冲锋。”

第 74集团军某合成旅 809突击车车长王锐：

练 精 兵 全 靠“ 笨 功 夫 ”
本报记者 姜天骄

“机器人的核心技术是控制器，它相当于人的大
脑。我国的高端机器人长不出‘中国大脑’，就永远
摆脱不掉依赖进口的尴尬局面。”在位于山东威海市
环翠区的机器人产品展厅里，新北洋正棋机器人公司
总经理姚庭如是说。

今年 31 岁的姚庭是一名海归，3 年前，他毅然放
弃了瑞士一家自动控制研究所的百万年薪，回国创
业。作出这一重要选择，姚庭绝非一时心血来潮。

“国外的机器人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一些传统产业植
入机器人技术后，工作效率和产品精度大幅提升。
但在国内，机器人的研发和制造技术显得滞后。烟
威地区有较稳定的工业基础，有行业领先的医疗器
械、造船业等制造业优势产业，机器人应用未来空
间广阔。”

更重要的是，姚庭的母校哈工大 （威海） 分校机器
人专业有着雄厚的科研力量，再加上当地政府致力于把
机器人产业打造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谓天时地利人
和。“这里养育了我，我要用我所学到的知识让更多机
器人长出‘中国大脑’，这也算是绿叶对根的情谊吧！”
姚庭说。

公司刚成立不久，姚庭就捕捉到一个商机：一家韩
资半导体企业从国外进口的机器人设备，因“大脑”故
障经常影响生产进度，公司高层深受其扰，想换新设
备。此时，除了姚庭，想要分一杯羹的还有韩国的两家
机器人公司，面对竞争只有靠实力说话。“这是我们的
第一个机会，必须全力以赴。”姚庭带领团队耗时 3 个
月研发出了完全装备“中国大脑”的设备，不良率只有
1‰，远低于国外公司 5%的不良率。

“传统的基因库主要靠人工来查找和搬运样本，
效率很低，而且低温环境对人身体伤害较大。我们
研 发 了 一 种 可 以 在 零 下 80 摄 氏 度 正 常 运 行 的 机 械
手，完全可以替代人力。”姚庭说，目前他已经与一
家新建基因库达成了共同建设智能信息化全新基因
库的意向。

如今，更多的机器人制造技术从姚庭的实验室走向
车间：用他们的技术改造后的纺织机械，管理成本降低
50%以上；结合激光加工技术的切割焊接机器人，灵巧
地“吞进”金属板材，“吐出”快递柜⋯⋯

据介绍，姚庭的公司目前年销售额突破千万元，累
计完成科技成果转化 30 余项，涵盖工业机器人、激光
焊接/切割解决方案、AC 电源线组件自动装配生产线、
智能钣金工厂解决方案等产品及方案，拥有有效自主知
识产权 33 件。“希望装有‘中国大脑’的机器人可以走
得更远。”姚庭充满期待地说。

31岁海归姚庭：

面对竞争，靠实力说话
本报记者 王金虎

要见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华真不容易，调研组是到庆阳的第二天
才见到他的。这是一位典型的庆阳汉子，
一米八的个头，长得五大三粗，黝黑的脸
上透着刚毅和自信。他没有和我们说几
句话，就又跑去处理一个养羊场的问题
了。县里和乡镇的同志说，张华就是这么
个大忙人，他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整天
在他那几十个鸡场、羊场跑来跑去。

亏了 2000 万元，

换来农民增收1.7亿元，值！

张华出生在庆阳市镇原县马渠乡赵
渠村，从小家境贫寒。13 岁那年，他辍学
跑到外地闯荡，从镇原徒步到宁夏，从宁
夏到内蒙古再到陕西⋯⋯改革开放的阳
光终于沐浴到这个穷孩子的身上。从下
井给别人挖煤到逐渐自己办企业，几年
下来，张华富了。

2009 年，张华回镇原探亲。走在儿
时到过的崎岖小路上，看到乡亲们从早
忙到晚，仍然生活清苦，张华鼻子酸了：
外面的世界都在变化，我的家乡怎么还
这样呀？张华想，我现在有了钱，不能让
乡亲们再过穷日子了。于是，他先后拿
出 1 亿元，给家乡修了路、建了学校，甚
至还为乡亲们购置了崭新的家具、厨具
等生活用品。办完这些事，在离开家乡
时，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时隔两年，张华再次回乡，眼前的景
象却让他心急如焚：两年前修的公路已
经坑坑洼洼；学校是建了，可不少学生初
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当年资助贫困户的
钱，有的因治病或还债，都用完了。张华
坐在山坡上反复想：我这样撒钱能让家
乡富起来吗？

后来，张华想明白了：只有产业脱
贫，才能长久脱贫。可要建立产业，建什
么好呢？这里一没有原材料，二没有产
业工人，山高沟深，交通不便。连续几
天，张华在家乡的山沟里徘徊，走走停
停，停停走走。突然间，他被山坡上一小
块玉米地和远处一块苜蓿地吸引住了。

“玉米！苜蓿！”张华惊喜地跳起来：谁说
庆阳没有资源，这不是资源吗？如果增
加玉米种植，用玉米养鸡；如果恢复种植
苜蓿，用苜蓿养羊，不就是农牧产业吗？
张华连走带跑赶回县城，把这一想法告
诉与他一起来庆阳的几个朋友。结果，
大家给他泼了一盆冷水：现在食品市场
上鸡肉、羊肉供大于求，你在这荒山野岭
上养鸡、养羊，送出山谁要？搞不好把钱
投进去连本都收不回。

张华说，先别下结论，了解了解再
说。他带上人，先后去了福建、山东，又
奔赴巴基斯坦、沙特、也门、美国等多个

国家。一路走下来，张华高兴了：就整个
鸡、羊肉市场看，的确供大于求；但优质
品牌鸡、羊肉却供不应求。一些国际知
名企业如肯德基、麦当劳、德克士都在到
处寻找优质货源。

回到庆阳，张华高兴得几夜未眠。
他和同事挑灯夜战，制定规划，联

系良种，招募工人。2012 年 5
月份，以建设 3600 万只肉鸡
的全产业链项目首先在镇原
破土动工。到当年年底，镇原
共建成 29 个养鸡场，同时建
成种鸡场、鸡苗孵化中心、肉
鸡 屠 宰 厂 、饲 料 厂 、有 机 肥
厂。当年，肉鸡进栏 800 万

羽，出栏并屠宰 760万羽。
2013 年年初，一张财务报表

摆到了张华的办公桌上：半年来，张华共
投资 5.5 亿元，不仅未赢利，反而亏损
2000 万元。张华把财务总监叫来：“你
还得给我另一个数字，我通过这半年投
入带动当地农民收入了多少？有多少贫
困户脱贫了？”两天后材料报来了：肉鸡
养殖流转荒山荒坡 3200 亩，每亩 500
元，农民年增收 160 万元；种苜蓿和玉米
12 万亩，农民年增收 1.37 亿元；带动运
输等各个加工环节，农民人均增收 2880
元；吸收贫困户 150 余人到鸡场当工人，
人均增加收入 5400 元。上述加在一起，
这半年庆阳农民养鸡收入 1.73 亿元。张
华开怀大笑了：我用亏损 2000 万元换来
农民收入 1.7 亿多元，太值得了。干对
了，继续干，下一步养羊！

六条腿往前跑，

越跑越欢，越跑越快

张华引进的是繁衍、生长在江苏太
湖一带的湖羊，它好静，肉质嫩，无膻味，
适合圈养。一只湖羊从出生到出栏，大
约四个半月，体重就能达到 80 斤。张华
在西峰、镇原、环县、庆城等地陆续建起
了种羊繁育场、标准化羊舍、屠宰加工生
产线。经过 3年建设，到 2016年年底，张
华在庆阳共投资 20 亿元，建成养鸡、养
羊场 39 个，饲养白羽肉鸡 4550 万羽，羊
3.5 万只。张华调侃道，我这是左手抓
鸡，右手牵羊，与乡亲们一起走脱贫路、
致富道。张华说，别小看鸡和羊，鸡两条
腿，羊四条腿，加起来六条腿，“跑”起来
可快了。

第一条腿，土地流转。张华养鸡、
养羊的场站全部建在荒山荒坡。这些
荒山荒坡虽然划归到各户，但多数种不
了庄稼，育林育草几年内也没有经济效
益。张华从贫困户手中以每亩年租金
500 元租来这些荒山荒坡，这对贫困户
来说是额外收入。目前，张华已从贫困
户 手 中 流 转 土 地 4300 亩 ，涉 及 1500
户 ，户 均 通 过 土 地 流 转 增 收 1500 元
左右。

第二条腿，进场当工人。鸡羊养殖
是个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别是肉食加工
需要众多的工人。张华开办了业务培训
班，从本地区优先挑选贫困劳动力，组织
他们学习养殖种植和加工知识，然后把
他们分配到各个岗位。这些人进入企业
后，人均月工资 3000元以上，年收入约 4
万元。

第三条腿，吸引打工者回流。庆阳
有不少年轻人到外地打工，张华了解了
一下，这些打工者在外务工每月工资
3000 元左右，除了租房、吃饭，所剩无
几。张华告诉同事，凡属于贫困户在外

打工的，只要愿意回来，都要。张华给出
的最低工资为 3000 元，管吃管住管路
费，还上保险。只要到中盛做工，一年的
净收入就是四五万元。

第四条腿，高价收购饲草料。张华
饲养鸡羊，全部用的是当地玉米、苜蓿和
玉米秆。农民的玉米秆，公司有多少收
多少，玉米，公司也是全部收购，而且每
斤高于市场价 0.15 元。仅 2016 年，庆阳
市农民从种苜蓿中增加收入 2400 万元，
户均增收 2000元。

第五条腿，把企业产业链上的部分
环节交给农民，让他们增加收入。在养
殖环节，张华已经在不少村庄建立养羊
合作社，提供种羊、技术、防疫、饲料，并
全部收购。合作社养殖一只繁育母羊，
农民就能从张华那里得到 1000 元。对
于饲料运输和产品运输环节，张华则全
部交给当地农民，由农民成立的运输车
队负责运输。2016 年，运输车队累计运
输货物 20 余万吨、1 万车次，参与运输的
经营者 400 余人，增加收入 4000 万元，
人均 10万元以上。

第六条腿，无偿赠送有机肥料。庆
阳的苹果是庆阳拳头产品，但随着品种
的退化和土壤肥力缺失，使得苹果口感
不好，产量不高。张华每年养鸡养羊产
生的粪肥，是改良土壤、提高苹果质量和
产量的有机肥料，他把这些肥料免费赠
送给周边县区 1000 多户果农，使每户减
少化肥支出 1800 元，果农每亩收入增加
3000元。

六条腿往前跑，越跑越欢，越跑越
快。张华用六条腿，带动了庆阳的千家
万户。据庆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
庆阳共有七县一区，其中镇原、宁县、合
水、华池、环县五县是国务院扶贫办确定
的国家级贫困县。目前张华养鸡、养羊
已遍布庆阳的大部分贫困县。仅镇原一
县，截至去年，张华通过养鸡、养羊带动
当地农民增加收入约 10 亿元，若加上其
他几个县，共计增收 20 亿元左右。难得
张华乐滋滋地说：“这几年的汗没白流，
这几年的苦没白受。”

授人以鸡，不如授人以技

授人以羊，不如授人以养

庆阳共有 265 万人，其中“建档立
卡”的贫困人口 23.36 万人，这是庆阳扶
贫的“最后一公里”。得知这个数字后，
张华说，我带上鸡、牵着羊，参加到这“最
后一公里”的扶贫攻坚中来。

调研组来到镇原县中盛华美羊业公
司的时候，正是工人交接班的时间。几
名工人一起聚到会议室，向调研组介绍

他们这些“建档立卡”贫困户被扶贫的情
况。43 岁的郭菊萍有 3 个孩子，母亲 80
多岁，全年全家的收入不到 3000 元。看
到她家这么穷，张华把他们夫妇两人招
进厂，每人每月 3000 多元，管吃管住。
她说，我真没想到，我家一年有 7 万元的
收入。刘晓梅一家 4 口，爷爷有病，两个
孩子一个患病，过去她一年收入不到
3000 元，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卖了，
全部用在给老人和孩子看病上，东借西
借也没人借给她钱了。这时她到中盛当
工人，每月收入 3000 多元，上班之后就
再也不用借钱了，而且去年还破天荒地
存了 3 万元，80 多岁的爷爷一辈子第一
次看到这么多钱，高兴得合不拢嘴。像
这样的事例，调研组一路上听到不少。

张华经常对公司人员说，授人以鸡，
不如授人以技；授人以羊，不如授人以
养。中盛发展再大，能直接进厂当工人的
也不到 10000 人。只有分散养殖和技术
传播，让几十万农民在中盛这个产业链上
就业，才能让他们发展。于是，他采取“公
司+合作社+贫困户”的肉鸡养殖模式和

“公司+贫困户”散养鸡养殖模式。公司从
现有的 46万平方米肉鸡养殖鸡舍中拿出
25 万平方米，成立 100 个养殖专业合作
社，“鸡苗统一供应、饲料统一配送、鸡舍
统一修建、防疫统一标准、肉鸡统一回
收”，带动 2500余户贫困户年纯收入 2万
元至 3万元。开始建设羊产业后，张华把
3.5 万只种羊中的 1.3 万只分散到贫困户
手中，让他们参与养殖。贫困户只要确保
羊长到 80 斤左右，公司就统一收回。算
下来贫困户养一只羊，四个半月就可以有
1100 元的净收益。为了不让贫困户亏
损，他 2014 年给贫困户养鸡场定的规矩
是 1 次定价 5 年保底。2 年后，每只鸡苗
从 2.75 元跌倒 0.5 元左右，每只毛鸡从
4.5 元跌到 3 元左右，但张华一直按照当
初约定的价格收购。

对张华在庆阳养鸡养羊，很多人不
理解。有的说，张华太傻，放着在内地回
报很高的企业不做，跑到荒山荒坡去搞
投入大、回报慢、风险高的农牧业，陷进
去就很难拔出来。有的说，一个民营企
业家，有钱捐一点就行了，何必把所有积
蓄都投进山里。听到这些，张华一笑了
之。他说，“人各有志，追求不同。我从
小受尽了苦，尝到了饿肚子的滋味。现
在手中有了些钱，为什么不做些积德行
善的事？人民币之所以叫人民币，就因
为它来于人民、用于人民。不管别人怎
么说，我会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

（调 研 组 名 单 ：王 澜 明 段 国 华

周建文 曹育彬 吕永辉 梁昊飞 李 娟

孙小兵 刘 杰 执笔人：刘 杰）

他把全部家当投在山沟沟里
——记甘肃庆阳精准扶贫领跑者、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调研组

日前，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农

业部、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林业局等部门，调研甘肃庆阳精准扶

贫。自调研组到达庆阳开始，当地党员干部、贫困群众便异口同声地不

断提到“张华”这个名字。张华何许人也？一个人、一家企业能在扶贫

攻坚中做些什么？张华的精准扶贫实践对全国扶贫攻坚有哪些借鉴意

义？本报特将调研组调查报告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吴万能用手工拉坯做泥茶壶嘴。

吴万能（左）与儿子吴志鹏在晾晒泥茶壶坯。

张华（右二）在养羊场慰问困难职工。 刘正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