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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正和同事在村里查勘现场
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保定阜平支公司经理李二国，得知自己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平静地说：“荣誉
是大家的。”

日前，记者来到河北阜平县，跟随李
二国体验她的工作，倾听她的故事，感受
劳动者的魅力。

真情实意为百姓

阜平县受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影响，
一直以来都属贫困地区。2014 年底，全
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81万人，贫困发
生率54.4%。

作为保险人，如何发挥作用，帮助乡
亲们脱贫致富，成了李二国心里装着的一
件大事。

“我这人，骨子里倔，想做的事情一
定要做，还要做好。”李二国这样描述自
己。自从县委、县政府指示，将保险作
为突破口进行产业扶贫，她觉得自己有
了目标。李二国和同事们进村入户，走
访调研，了解县域内产业分布、群众入
险需求。

走访中，李二国发现，村民无论搞种
植还是搞养殖，心里都“怕”。怕什么？一
怕自然灾害和疾病疫病，二怕价格波动。
因为怕，所以不敢干。村民们认为，不干，
能吃一碗饭；干了，也许只能吃半碗。

王林口镇东王林口村村民陈玉明，早
些年在外做生意，日子红红火火。2014
年初，看着邻村乡亲养羊挣了钱，他便拿
出全部积蓄买了 300 只肉羊，开办养殖
场。可他没想到，因为没经验，羊运回来
就开始拉肚子，每天死掉十几只，不到半
个月只剩下三分之一，赔了四五十万元，
不到半年赔光了全部积蓄。此后，陈玉明
逢人便说：“千万别搞养殖，风险太大，百
姓承受不起。”

李二国琢磨着，能不能发挥保险的经

济补偿功能，给农民的农业产业风险兜
底，解决他们“怕”的问题。于是，她试着
将保险的概念讲给村民听，可效果不好，
常常碰一鼻子灰，但她并没放弃。

李二国白天忙下乡，晚上做方案，
会同上级公司逐步摸清了制约“农村发
展、农业兴旺、农民致富”的棘手问题
和现状。很快，通过与政府和上级公司
沟通，保险兜底解决农户无法偿贷和经
营亏损等重点问题的扶贫思路逐渐明晰。

为了做好保险扶贫工作，李二国配合
县委、县政府在县乡村建立了三级金融服
务网络，2014 年 10 月，阜平县金融服务
中心应运而生。

2014 年 11 月 8 日，阜平县金融扶贫
农业保险全覆盖首签仪式在王林口乡马
驹石村召开，标志着“政府+保险+银行+
农户（企业）”的精准扶贫模式正式开启。

保险兜底解民忧

“阜平模式”的推广没有想象中顺利，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农业保险工作艰难
推进。

李二国心里清楚，新的保险扶贫模式
推广，保险服务和产品落地并打开局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她坚信：方法总比
困难多。她带领团队，深入全县 13 个乡
镇、209 个行政村、1208 个自然村，轮番
宣传保险支农惠农政策。

经常跟李二国下乡的农险部经理张
春利向记者讲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在一次扶贫工作沟通会上，李二国听
县里的干部不经意间讲起养鸡户赵占军
因鸡遭瘟疫损失大半、收成无几的实例。
第二天，李二国就带着张春利冒雪来到赵
占军家了解情况。“县里有政策，给鸡上个
保险，以后闹鸡瘟，我们保险公司赔。”“真
的假的，会有这等好事？”赵占军不相信，
并请他俩离开。

隔天，李二国叫上张春利又来到赵占

军家，带来许多宣传资料，讲解利好政策，
老赵听得不耐烦，他俩又无功而返。

几天后，李二国辗转找到赵占军的一
位亲戚，结伴第三次登门。最终得到老赵
认可，签下保单。

“李经理干工作的精神头儿，公司里
的年轻人都佩服。”张春利说。

在“阜平模式”宣传推广阶段，公司员
工分成若干组，几乎天天下乡。

随着阜平整体扶贫产业的发展，“阜
平模式”逐步得到推广，阜平县的种养品
种也逐渐增多，最初制定的“两种两养”

（肉牛、肉羊，大枣、核桃）4种产品已不能
覆盖全部风险。李二国寻求上级公司的
政策和技术支持，针对不同需求研究设计
保险产品。截至2015年底，除14个政策
性产品外，公司相继开发实施了大枣、核
桃、肉牛、肉羊、肉鸡、种羊、食用菌、肉驴、
中 药 材 等 17 个 具 有 阜 平 特 色 的 农 险
产品。

帮扶产业助脱贫

鑫阜达食用菌种植合作社南峪园区
内，63 个香菇大棚排列有序。49 岁的南
峪村村民刘国英正在自家承包的大棚里
摘香菇。“没保险，俺不弄。”大姐快人快
语，“咱百姓赔不起。有保险给兜底，起码
不会亏钱，心里踏实”。

2016 年，刘国英在园区承包了香菇
大棚。当时，合作社帮她从银行争取到
10 万元贷款当做启动资金。用这 10 万
元，刘国英租大棚、买菌棒，最重要的是上
保险。

“那年，她家购进 2.5万个菌棒，为每
个菌棒缴纳了 0.28元保险费，保额是 3.5
元。她家 2.5 万个菌棒应交保费 7000
元，刘国英只出了2800元。”李二国解释，
按照县内支持农业产业保费补贴政策，农
业保险费农户负担 40%，其余 60%由政
府负担，“这是‘阜平模式’惠民的鲜明特

征”。
“保险保的是什么？保的就是百姓不

亏钱。”李二国说。
2016年，刘国英家2.5万个菌棒共收

入 12 万元，折合每棒 4.8 元，高于 3.5 元，
说明菇农挣了钱。如果亏钱，以成本为基
数，每棒亏多少，保险公司就补多少，保证
农民不亏钱。

产业上“保险”，致富少“风险”。有保
险兜底，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越来越
高。今年，刘国英家承包的香菇大棚由1
个增加到3个。

关注度高了，问题也随之而来。“到底
能不能理赔？”大伙儿心中再生疑问。

随着2016年台峪乡百石台村村民段
战考拿到成本损失补偿款的那一刻起，质
疑声再也没有了。

2016年，段战考租用福泉牧业有限
公司场地，养了 2000 只小尾寒羊，全
部上了肉羊保险。不料，那年羊肉市场
波动，价格跌得厉害。年底核算，段战
考损失30万元。保险公司接到出险报案
后，立刻派人到福泉牧业查勘现场并核
定损失，很快帮助段战考办理了理赔手
续，一周时间，段战考就拿到了30万元
理赔款。

截至去年底，阜平支公司累计发放
“政融保”支农融资资金 3.19 亿元，为
2144 户农户、10 多家涉农企业扩大生产
提供融资支持，其中覆盖贫困户1758户，
支农融资资金达 1.76 亿元，极大地支持
了当地扶贫产业发展。

伴随着富民产业快速发展，阜平县贫
困农民增收明显，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截
至2018年底，贫困人口从2014年的10.8
万人减少为 2.66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54.4%下降到 13.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7500 元左右，比 2012 年增收
4238元。

“我就是想为乡亲们实实在在做点
事。”李二国话不多，但句句透着真诚。

“我就是想为乡亲们做点事”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二国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姚 琳

李二国（前左）在食用菌大棚内与农民交流保险事宜。 （资料照片）

与于洪长交谈，三句话离不开他钟爱
的冬枣：“沾化冬枣含有人体必备氨基酸
高达 18 种，维生素 C 含量是同重量苹果
的70倍以上，被誉为‘活维生素丸’。”

山东滨州市沾化区曾被称作“山东北
大荒”，这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优越，非常
适宜农作物生长。作为沾化冬枣研究所
所长，于洪长研究出了冬枣密植技术，让
冬枣树从庭院走进大田。经过30多年发
展，一颗小冬枣长成富民大产业，2018年
沾化冬枣实现销售收入 24 亿元，产业产
值 30 亿元。于洪长也先后获得“全国青
年星火带头人”“山东省农村科技大王”等
荣誉称号。

虽然这里适宜农作物生长，但是沾化
冬枣不像一般枣树那样插枝就活、衍苗就
生，以“难于培植”著称，因而如何对冬枣
进行繁育，成为了将这一品种大面积推广
的难题。与冬枣结缘，是于洪长在 1984
年传授食用菌栽培技术时，偶然发现村民
于金义家的庭院里有一棵枣树，虽在深
秋，却硕果累累，果实甘甜清脆。于是，于
洪长将冬枣枝嫁接到自家庭院的 5 棵小
枣树上，第二年清明节过后，于洪长惊喜
地发现，院子里嫁接的冬枣树有3棵吐出
了新芽，“这证明冬枣是可以繁育的。”于
洪长从此悉心呵护着这 3 棵冬枣树。每
浇一次水、施一次肥、喷一次药，他都作详
细记录，有时竟打着手电筒在树旁蹲守一
夜观察枣树生长情况。

几年下来，于洪长把自己“逼”成了冬
枣专家。1988 年秋，于洪长嫁接的第一
批冬枣树试验成功，并获得山东省“七五”

星火计划新产品展销会金奖。1989 年，
他尝试对农户庭院枣树进行高接换头，在
下洼镇几个村推广 896 棵冬枣树，1992
年实现大田密植园栽培。在于洪长的带
动下，全区兴起冬枣种植热，每年发展冬
枣密植园数万亩。

眼瞅着沾化发展冬枣产业已消除技
术障碍，可于洪长又发现，“如果解决不了
储存保鲜问题，发展冬枣产业无异于引火
烧身。”于是有专家不赞成冬枣产业化发
展。茶不思饭不想的于洪长在家里闷了
4 天，待平心静气后，他认为专家的意见

非常中肯。沾化冬枣含糖、含水量太高，
肉质细嫩脆如酥，落地即碎，保鲜确实是
大问题。如果就此放手，近 10 年的努力
就白费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一旦出了
问题自己承担不起。

不服输的于洪长到北京取经，聘请中
科院、清华大学、山东果科所等院所的10
多名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解决了冬枣贮
存保鲜的问题，使冬枣保鲜期延长到100
天以上。

1993年春，沾化大面积推广冬枣，开
始实行产业化发展。1994 年，建起了沾

化县冬枣研究所，于洪长担任冬枣研究所
所长，并办起年产 80 万脱毒冬枣成苗的
高科技冬枣苗木繁育场，目前，沾化区冬
枣种植园稳定在 50 万亩，其中原产地下
洼镇达到 9.8万亩。“吃的苦多，育的果才
甜。”于洪长感慨当初创业的艰辛。

“冬枣要‘长大’‘长壮’，还要推进互
联网和冬枣产业的深度融合，向网络要效
益。”在做好品种研发的基础上，于洪长探
索建立了沾化冬枣物联网追溯体系，为冬
枣产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2000 年，于洪长担任沾化冬枣实业
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和龙滨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成功合作，探索发展“冬枣树
认筹”新的销售模式，企业通过网络渠道，
借助摄像头实时录像，把一棵棵冬枣树搬
到了互联网上，消费者通过网络可以认筹
一棵冬枣树，枣树由枣农负责管理，消费
者借助摄像头随时观看认筹冬枣树的生
长情况，待冬枣成熟后，消费者可以直接
前往实地采摘，也可以通过邮递的方式品
尝冬枣。

为让冬枣结出更多“果实”，已经 66
岁的于洪长又计划发展高效生态休闲观
光农业，让种植多样化、发展多样化，让冬
枣树真正成为枣乡群众的“摇钱树”。“我
们不仅卖冬枣产品，还要卖冬枣文化，这
样才能保障沾化冬枣品牌持久的影响
力。”于洪长说。

冬枣专家于洪长：

“吃的苦多，育的果才甜”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贾海宁

在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团结乡青林村，有一条人工
开凿的“绝壁天渠”。88 岁的老人孟启恒，是开凿这条

“绝壁天渠”的元老之一。
上世纪60年代前，赤水河畔的青林村因与河谷间落

差大，土无水灌、家无水饮的局面一直是青林人生产生活
中的痛点。为改变“望着大河喊口干、吃碗米饭是奢望”
的现实，当年30岁出头的孟启恒狠下决心，带领50余名
村民，腰绑粗绳挂在绝壁上，用钢钎、錾子、大锤等凿渠引
流，历经 5年时间，凿出长约 4000 米的“绝壁天渠”——
法郎渠。

从此，潺潺清流所及之地，原来的荒山变良田，青林
村每年粮食产量从原来的几万斤增加到近 120万斤，沿
线村落 1700余人也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望着大河
喊口干”的历史被彻底改变。

绝壁凿出幸福渠
王纯亮 许学义摄影报道

孟启恒（右一）在青林村法郎渠巡管时小憩。几十年

来，孟启恒一直义务担当巡渠护渠员，他把这条渠当作自

己的骄傲。

青林村的法郎渠，被当地群众称为“幸福渠”。如

今，这条横挂于绝壁的天渠，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正是一年好光景。河南桐
柏县城郊乡吴湾村家家户户忙
着养蜂、采茶、晒珍珠花。

4 月 10 日一大早，吴湾村
脱贫攻坚责任组组长赵清林就
组织扶贫干部踏着熟悉的山路
逐户走访贫困群众，忙到天擦
黑又匆匆赶回村部与扶贫干部
探讨一天走访的问题。

分包吴湾村已有 9 个年
头，今年57岁的赵清林身患高
血压、糖尿病，腿脚不是很好，
白天工作，晚上去医院输液是
常有的事。“咬紧牙关也要让吴
湾美起来，让乡亲富起来。”赵
清林说。

地处深山区的深度贫困村
吴湾，以前被群众戏称：“交通
靠走，通讯靠吼，耕地靠牛，照
明靠油”。为解决出行难，村里
决定拓宽村部至李庄组的 2.5
公里村组道路。缺资金，赵清
林与扶贫干部逐户走访，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得到了村民们
的大力支持，修路征地群众没
要一分钱补偿，还自发捐款 14
万元。

在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
110万元后，2018年4月，村部
至李庄组村组道路正式开工，
6 个月后建成通车。至此，开
车出行不再是难题。

“水泥路修到家门口，自来
水接到屋里头，电视打开就能看，现在的日子真是好啊。”
提起吴湾的新变化，马辉兰老人满面笑容。

为吴湾基础设施“强筋壮骨”，赵清林紧抓快干，推动
众多扶贫项目在吴湾村落地生根——协调资金建成了党
群活动阵地、标准化卫生室和文化广场，实施了安全饮水
改造，因地制宜打造了美丽乡村。

群众要想富，产业是基础。赵清林带领村“两委”班
子因村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绿色产业成为吴湾经济发展
的“主色调”，带富效益日渐凸显。

吴湾“三宝”——珍珠花、野蜂蜜、茶叶的种养历史悠
久，但规模小，效益低。如何扩大规模实现增收致富？在
赵清林与扶贫干部的组织下，村里有种植经验的党员自
觉“传帮带”，熟悉林业的驻村工作队主动“破难题”，为群
众解决经验技术难题。在到户增收、金融贷款等项目资
金扶持下，目前吴湾已实现所有贫困户均有 2 至 3 项产
业全覆盖。

“这两年，来我们这里游玩的人特别多，忙的时候一
天有20多桌客人。”农家乐老板马辉成说。

吴湾空气清新、景色秀丽，乡村旅游资源极佳。赵清
林与村两委瞄准机遇，兴建农家乐，建成生态休闲、观光
旅游、美食品尝、野炊宿营为主的乡村旅游线路，乡村旅
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当地 200余名群众增收致富，其中
包括85名贫困群众，实现旅游经营收入200多万元。

2018年，吴湾村各项脱贫攻坚工作有序推进，83户
贫困家庭拿到了脱贫光荣证，村里也达到了脱贫指标，实
现了整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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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化冬枣

研究所所长于

洪长在管理冬

枣树。

贾海宁摄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保定阜平

支公司经理李二国，带领

团队深入农村了解群众需

要，开展多种“保险兜底”

业务，解决农户无法偿贷

和经营亏损等问题，形成

了保险扶贫的“阜平模

式”，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