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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时节，甘肃定西市鑫源马铃薯
良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永军忙得不
可开交，一边回答电话里薯农询问种薯
的存货情况，一边给现场的村民发放地
膜和种薯。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订单种植，
保底价收购，大家心里踏实。”虽然忙，
但王永军的脸上透着从容和自信。在
马铃薯行业摸爬滚打了 15 年，王永军
见证了定西马铃薯产业由小到大、由大
变强的历程。

位于陇中黄土高原的定西是我国
乃至全世界马铃薯最佳适种区之一。
1996年以来，定西市利用品质优势，实
施“洋芋工程”，把马铃薯作为当地脱贫
致富的项目，扩大种植面积，同时还带
动了一批马铃薯加工企业和经销商。

2004 年，做了几年农机配件生意
的王永军看到马铃薯行情不错，于是自
筹资金收购了200吨商品薯，没想到刚
入行即“交了学费”。“当时按每斤 0.24
元的价格收购，没多久价格就掉了下
来，最后只能将剩下的100多吨马铃薯

按每斤0.2元的价格卖给淀粉厂。”
这次教训让王永军明白，马铃薯产

业也存在市场风险。“马铃薯和其他商
品一样，有时价格飙升，有时价格骤降，
波动很大。”为化解风险，2011 年王永
军注册成立了定西市鑫源马铃薯良种
专业合作社，与几位经销商一起抱团发
展。同时，他们与当地马铃薯加工企业
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供货关系，搭建
起企业与薯农之间的桥梁，薯农们可以
放心种植企业需要的淀粉加工专用薯。

近几年，当地很多群众种植的马铃
薯品种老化，烂薯率高，减产比较厉害。
2016年，王永军在给一家加工企业交售
马铃薯时，企业负责人告诉他，现在有一
个新品种，淀粉含量高，产量也高，企业
可以保底收购，可以动员薯农种植。

“可是，在与群众签订单时，很多人
有顾虑，不敢尝试。”无奈之下，王永军
自己流转了 50 多亩土地，与一家良种
企业合作，试种了新品种马铃薯，收获
后以 0.65元保底价交售原种。看到良
种效益好，第二年有不少薯农动心了，

与王永军签订了600多亩马铃薯订单。
然而，当年秋季的商品薯市场价格

只有 0.36 元左右，与王永军合作社签
订的新品种马铃薯订单保底价却是
0.43 元，薯农们乐开了花。“除去运费
和装卸费，我没挣多少钱，但群众一亩
地增收500多元。”看到群众增收，王永
军发展良种马铃薯的信心更足了。

2018 年，王永军的鑫源合作社通
过土地流管、土地托管、入股分红、订单
销售等合作形式，又流转土地 1000 亩
用来种植马铃薯，还为无力耕种的贫困
户提供代耕代收、联耕联种等专业服
务，建立了“耕种收关键环节由合作社
负责、日常田间管理由社员负责”的生
产经营模式。去年9月份，在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最美食材推介活
动中，王永军被授予“十大马铃薯种植
状元”称号。

同时，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鑫源
合作社去年与 853户（其中贫困户 207
户）农户签订了订单协议，以 0.4 元的
保底价向农户收购，以 0.45 元的价格

运送到企业，其中贫困户按照高于其他
农户2分钱的价格收购，实现贫困户户
均增收2500元左右。

“如今，百姓的观念也转变了，马铃
薯品种要及时更新，耕作方式也以机械
化为主。”为此，王永军又成立了农机服
务专业合作社，先后购置马铃薯种植
机、采挖机、旋耕机、覆膜机、残膜回收
机等 30 多台（套）机械，按照产、供、销
一体化理念，在产前技能培训、产中全
程机械化服务、产后订单销售三个环节
下功夫。王永军告诉记者，他们的农机
服务以低于市场价每亩 20 元的标准，
统一实施机械化播种、疫病防控和收
获，既提高了效率，也把群众从土地里
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去务工增收。

去年 11 月份，王永军被甘肃省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授予“甘肃省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致富带头人”称号。看着大红
荣誉证书，王永军乐呵呵地说：“只要贫
困群众收入增加，我少挣点没关系。今
年我们还将继续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群
众增收。”

带动乡亲脱贫的“薯状元”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在江西于都县济元堂中医馆内，每天都能看到32岁的肖
勇为患者把脉、施针、开药方……他常常把开好的药方送到药
房，并将包好的药送到患者手中。肖勇自呱呱坠地那刻起便
落下了残疾。面对命运，他勤奋求学，考上大学，一直读到研
究生毕业。2016年10月，在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后，肖勇
回到家乡于都县，筹资30万元，开办了济元堂中医馆。

身残志坚行医为民
方名荣摄影报道

肖勇（左一）在药房查看中药。他坚持购进上乘药材，以

低廉的收费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赢得了患者好评。

（中经视觉）

于都县济元堂中医馆肖勇（右）在为患者看病。

（中经视觉）

20 岁参军离开家乡，39 岁
退伍投身商海，有4家公司、资
产千万元的蒋乙嘉，毅然决定回
家乡四川遂宁市蓬溪县拱市村，
将自己拼搏 10 年的所有家当用
于村民脱贫致富。他将一个贫困
小山村打造成“世外桃源”，村
民人均收入翻了两番。

1978 年 ， 蒋 乙 嘉 参 军 入
伍，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军官。
1987 年春，刚刚病好出院的蒋
乙嘉与战友们奔赴大兴安岭参与
当地的灭火救灾战斗。蒋乙嘉因
此荣立二等功。

1997 年，蒋乙嘉脱下穿了
19年的军装，带着8万元复员干
部安置费，一头扎进完全陌生的
商海中。他走南闯北摸爬滚打，
依靠诚信和真诚历经 10 年挣下
了千万元家底。

蒋乙嘉带着对家乡的热爱，
2007 年毅然回到了拱市村这片
生养他的土地，带领村民致富。

“农村发展中的许多困难，
都缘于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落
后，拱市村发展受阻，缺水是一
大问题。”为了彻底改变家乡的
穷困面貌，2008 年底，蒋乙嘉
请来水利专家给拱市村及周边

“把脉开方”。一个冬季下来，他
没吃上一顿热饭、睡过一个安稳
觉；他几次因心脏病发作倒在地
上。

“万事开头难，我把事情做
好了，百姓自然会跟着我一起
干。”冬日里的寒流难挡拱市村水塘修建工程的一派火热。
铲土，10 多台挖掘机臂膀高扬；筑堤，蒋乙嘉和村民们挥
汗打夯。他独自出资60万元，为村民新建了18口堰塘、30
口蓄水池、6 公里渠系，解决了全村的缺水问题。2013 年
初，县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和蒋乙嘉手上的 100 余万元存
款，启动了拱市村农田水利工程改造项目，彻底解决了该村
农田灌排“肠梗塞”问题。

2012 年 4 月份，蒋乙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上任后
的头等大事就是给村里修路。他拿出自己的 200 余万元积
蓄，加上多方筹措的资金，修成了长 2600 米、宽 4.5 米的
水泥通村公路和户通公路。

道路、水利两个问题解决了，蒋乙嘉又把心思放在了带
领村民致富上。他带领村民利用村里 70%的撂荒地整合出
2200亩集中连片产业区，根据地形特征搞立体化种植。“我
们根据市场需求，在不断调整种植养殖业结构的同时，乡村
旅游、文化产业也逐步跟进，多项产业齐头并进，实现了全
村人共同富裕。”蒋乙嘉自豪地说，拱市村已从蓬溪县贫困
村一跃成为全县首批小康村、四川百强名村。

拱市村富了，村民们腰包鼓了，蒋乙嘉却坦言自己肩上
的担子更重了。“我这辈子都会守在拱市村，毕生心愿就是
实现对村民的承诺，让乡亲们过上城里人羡慕的生活。”他
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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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一大早，新疆阿克苏市
拜什吐格曼乡阿热兰干村民吐尔逊·托
乎提打草喂完兔子，准备到喀拉塔拉镇
的巴扎（维吾尔语，赶集之意）给孩子买
件衣服。

“以前去巴扎只捡便宜的东西买，
现在是挑好看的买。要是没有我的汉
族哥哥帮助，哪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
吐尔逊·托乎提说起话来显得精神
十足。

吐尔逊·托乎提口中的汉族哥哥名
叫陈耀平，是一位来自河南的建筑工
人，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打工期间，结识
了家境贫困的吐尔逊·托乎提。之后，
陈耀平倾囊相助，帮扶吐尔逊·托乎提
一家人走上了养兔脱贫的小康路。

举手之劳结金兰

吐尔逊·托乎提家门前的沙土路已
经修成了水泥路。但是，陈耀平依旧清
晰地记得他和吐尔逊·托乎提俩人结识
的一幕。

2013 年 5 月份，44 岁的陈耀平第
一次从河南老家来新疆，在拜什吐格曼
乡阿热兰干村的富民安居房工地上打
工。一天，工程队的搅拌机发生故障，
停止运转，陈耀平急得满头大汗。此刻
正在家养病的吐尔逊·托乎提看到这一
幕，他马上拄着拐杖来到机器旁帮忙，
经过一番修理，搅拌机恢复正常。陈耀
平当即掏出100元钱递给吐尔逊·托乎
提表示感谢，吐尔逊·托乎提拒绝道：

“我开过各种农机，时间长了对机械维
修懂一点，这台搅拌机没啥大问题。我
们都是兄弟，帮个忙是应该的，这钱我
不能要。”

远离家乡的陈耀平，被吐尔逊·托
乎提的纯朴和善良所感动，此后他开始
留意这个维吾尔族兄弟。“吐尔逊一家
生活贫困，我一定要帮帮这家人。”回忆
初到吐尔逊·托乎提家的情景，陈耀平
哽咽起来。

几年前，吐尔逊·托乎提因车祸导
致下肢残疾，妻子吾尔尼亚斯汗·麦合
麦提又身体多病，家中还有3个年幼的
孩子。一家人居住在矮小、破旧的土坯
房里，靠 10 亩棉花地维持生计。因为
生活艰苦，孩子们平时都光着脚没
鞋穿。

了解到吐尔逊·托乎提一家情况
后，只要是“巴扎日”，陈耀平干完工地
上的活，都会去买些米面油和孩子穿的

衣服鞋子，送到吐尔逊·托乎提家。“你
就是一个打工仔，自己能吃饱饭就不错
了，还去帮助别人，图啥？”工友们知道
陈耀平帮助别人的事情后很是不理解，
但陈耀平却不作任何解释，只是继续做
着自己坚持的事情。

2013 年底，阿热兰干村安居富民
房竣工后，陈耀平回到了河南老家。回
家后，他经常接到吐尔逊·托乎提打来
的电话。每次通电话，吐尔逊·托乎提
的3个孩子都抢着和陈耀平讲话，表达
对他的想念。

2014 年，陈耀平又来到阿克苏打
工，这一次他从老家托运来一台 40 英
寸液晶电视、一个电饭煲、一个电饼铛
和两纸箱孩子们穿的衣服、鞋子。

这一年，陈耀平在打工之余时常到
吐尔逊·托乎提家看望，继续为他家提
供生活必需品。

授人以兔助脱贫

在生活上资助吐尔逊·托乎提一家
的同时，陈耀平也一直寻思着如何才能
使这一家人增加收入，彻底摆脱贫困？

有养兔经验的陈耀平想到了让吐

尔逊·托乎提靠养兔来实现脱贫，从没
养过兔子的吐尔逊·托乎提有些担心，

“我愿意承担全部风险和前期投入”。
面对陈耀平的诚恳表态，夫妻俩打消了
顾虑。

2015 年 5 月份，陈耀平帮吐尔逊·
托乎提在他家庭院修建了一个养兔大
棚，并买来20只种兔让吐尔逊·托乎提
饲养。

刚开始，对养兔子一窍不通的吐
尔逊·托乎提，每次遇到问题都要向
陈耀平电话求助。“给兔子接生、防疫
他们都不会，什么时候该配种了他们
也不知道，没人帮助他们根本搞不起
来。”陈耀平说他很快决定不打工了，
干脆就住在吐尔逊·托乎提家，帮他
养兔子。

从此，陈耀平不仅用自己多年打工
积攒下的钱购买了麸皮、玉米面、疫苗，
还帮助吐尔逊·托乎提一家日常开销，
直到他家渡过难关，可这几乎花光了陈
耀平的所有积蓄。2015 年底，第一批
种兔出栏，卖了1万多元。

民族团结一家亲

“这两天兔子有点瘦，我们加把劲
多弄点草，把兔子养好了才好赚钱。”从
巴扎回来，精力旺盛的陈耀平拉着吐尔
逊·托乎提钻进彩钢棚里，仔细查看每
一只兔子的情况，添水加草，同时探讨
养兔心得。

如今，在陈耀平的帮助下，吐尔逊·
托乎提一家住上了明亮的安居富民房，
干净的小院里葡萄藤开始发芽吐绿，吐
尔逊·托乎提还买了几盆花摆在院子
里。养兔棚也从开始的 1 个增加到
3个。

“现在，我们存栏兔子超过 3000
只，去年收益达20多万元。”上个月，吐
尔逊·托乎提一家把看病欠下的 10 多

万元外债也还上了。一想到为了让自
己增收致富，挺起腰杆生活，陈耀平几
年都没回河南老家了，吐尔逊·托乎提
很感动：“他对我们一家人的恩情永远
说不完！”

远离家乡，陈耀平一直想念家人。
但养兔技术复杂，稍有闪失就可能毁掉
渐有起色的养殖场。加上绝大多数采
购客户都是与陈耀平联系，普通话不流
畅的吐尔逊·托乎提暂时还难以自己料
理。“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底养殖场收益
会很不错，到那时候再回老家看看，心
里也踏实。”陈耀平说。

几年来，陈耀平与吐尔逊·托乎提
一家生活、打拼在同一屋檐下，也把自
己当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劳作之余他
还担负起为孩子们辅导作业的责任。

吾 尔 尼 亚 斯 汗·麦 合 麦 提 笑 着
说：“孩子们上学的时候会把陈耀平
叔叔帮助家里养兔的事情讲给同学
们听。”

现在，凭借陈耀平多年来的言传身
教，吐尔逊·托乎提也成了养兔行家。
今年春节刚过，他们的“一家亲肉兔养
殖场”就接到了 20 多个订单，1000 多
只兔子被订购一空。

地处塔里木盆地的阿热兰干村主
要以林果和种植为主，人均耕地只有4
亩多，制约着村民增收致富。吐尔逊·
托乎提和陈耀平养兔致富的故事，在村
里传播后引来了许多村民参观学习。

“没想到养兔子也能赚钱。一只种
兔养好了能卖300多元，繁殖起来也很
快。我想当个学徒，好好学习养兔技
术。”村民艾麦尔·玉散说。

“按照这个势头，我们俩应该考虑
成立养殖规模更大的合作社，可以吸
纳更多村里的贫困户加入，给大家传
授养殖种兔技术，帮助大家一起富起
来！”茶余饭后，兄弟俩交流起今后的
打算。

农民工陈耀平：

帮助少数民族兄弟一起富起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呈忠

陈耀平（左）和吐尔逊·托乎提交流养兔经验。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在巴扎

上，陈耀平

（右一）和吐

尔逊·托乎

提夫妻二人

为孩子买衣

服。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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