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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猪的叫声响彻山槽，华溪村里有了“年味”。
昨日一早，华溪村55岁的熊培兰家热闹起来：屋外的几个壮汉，

宰杀了一头400多斤的年猪；屋里来了几个本村的帮手，正忙着张罗
中午的刨猪汤。

要过年了，杀猪匠的生意排起了队。这顿刨猪汤，是她找忙碌的
杀猪匠“说情”才定下的档期。

她有个特别的用意：赶在新年之前，邀请忙碌的扶贫干部吃口热
乎乎的刨猪汤。

吃刨猪汤是农村表达谢意的传统习俗。
热闹忙了一上午，几名帮扶干部刚进来就帮忙打杂，熊培兰喜笑

颜开地出来迎接。
中午时分，各种菜摆满了桌子。席间言欢时，有村干部关心地问

起，今年能卖几万元，明年打算喂几头？
“还没卖两头，有1.6万了。”熊培兰说，今年养了11头猪，明年养

多少看手头钱的宽紧。
“产业要搞好，继续向前跑。”人群中冒出一句话，为熊培兰打气

鼓劲，赞她养的猪个头大。
熊培兰连想都没想，立马接下一句话：猪儿养得肥，全靠干部喂。
熊培兰说完，全场开怀大笑。
今年疫情期间，熊培兰养猪的上千斤苞谷，是帮扶干部一袋一袋

送到家的。
熊培兰家曾因病因学致贫，一家7口人的生计全扛在她柔弱的

肩头。提起过去的苦日子，熊培兰哽咽了，不停地抹泪。丈夫早年动
了一场大手术，两个儿子头脑有点不灵光，小女儿和两个孙辈都在上
学。

“没有哪个能够改变我的命运！”熊培兰说，她“掉进苦水里”熬了
几十年，头发都熬白了也没看到希望。

新一轮脱贫攻坚打响后，她有了盼头：女儿和两个孙辈上学有减
免，丈夫生病住院报销了90%，一家人还有异地搬迁的新房。

“要不是政策好，扶贫干部尽心，好日子不会来得这么快。”熊培
兰说，自己的日子过好了，邀请过他们好几次，可总说忙，一次没来。

为实现稳定脱贫，搞养猪产业也是扶贫干部发动和支持的，空余
时也帮了不少忙。

这一年来，熊培兰“多管齐下”挣了6万多元，稳定脱贫有了产业
支撑。这也是她几十年里增收最多的一年。

在扶贫干部帮扶下，熊培兰燃起了希望，也尝到了甜头。
黄精是华溪村的主导产业之一。在产业联结机制的带动下，

熊培兰返包了9亩地的黄精，按照三年每亩2000元的管护费算，
黄精还未上市她就可领到1.8万。三年后黄精上市，她还有分红
收益。

今年，熊培兰一家可谓是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不但在村里
圈养了11头猪，黄精管护有6300元管护费，土地流转有2000多元；
务工有将近3万元，村里安排的公益性岗位一年有5000元。

席间谈起当下的日子，熊培兰的笑声很敞亮。

杀猪捞鱼写对联
华溪村里说丰年

总书记牵挂的华溪村，85个贫困户302人今年全部脱贫
华溪村村民用自己的方式，迎接脱贫后的第一个新年

昨日，两山夹一槽的中
益乡华溪村，深冬走在室外，
有些冷。

即使冷，但村里依然很
热闹：即将走过 2020 的最
后一天，村民们杀年猪、写对
联、鱼塘捕鱼，正迎接着即将
到来的新年。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
收官之年，总书记牵挂的华
溪村，85个贫困户302人到
今年已全部脱了贫，这是华
溪村脱贫后的第一个新年。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重
庆晨报·上游新闻联动石柱
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走进华溪
村，直击华溪村迎新年。

华溪村有个偏岩坝，因乱石成堆而得名。不过，自从搭上
乡村旅游的快车，这里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变身成旅游休憩
地。

57岁的花仁叔人称花婆婆，在这开了个食宿一体的农家
乐。今年5月1日开业后，已接待了上千名顾客，毛收入超过
10万元。12月29日下午，她特意请来村里的“墨客”大笔一
挥，将她的心里话写成一副对联贴上门庭。

现在的好日子，花婆婆说“以前做梦都没想到是这样”。
2014年前，因丈夫生病开销大，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被识

别为建卡贫困户。当时，一个月仅日常药费就要上千元，一住
院费用更高。

“贷起款来医，负担越来越重。”花仁叔叹了一口气说，她
有一年起早摸黑养了8头猪，卖完了全部填了治病的“凼凼”
（窟窿——记者注），到头来养猪还缺猪肉吃。

一家人一边靠政策兜底一边向前奔，2016年摘掉了“贫
困帽”。

去年下半年，花婆婆靠给乡里一工地煮饭，挣了1.7万
元。她意识到，开个饭馆做点生意，“在屋头就能挣钱。”

当时，市工商联餐饮商会恰巧在华溪村偏岩坝结对帮扶
村民发展农家乐，她搭上了便车，成了最早参与的一批村民。

简单和女儿通气后，她申请了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再找
亲戚朋友凑点，花婆婆就正式“下海”了。

受疫情影响，两个女儿和女婿春节回家后索性留了下来，
一大家子人抱团在家创业。

现在的偏岩坝已不再偏，柏油公路通到了家门口，一个个
农家小院错落有致，经常有外地人来旅游和小住。

5月1日，花婆婆的农家乐开门迎客。到现在，她的农家
乐已接待了上千人，毛收入超过10万元，最多的一天接待了
16桌。

“我现在翻身了。”花仁叔说，“两个女儿也在身边，现在还
添了个外孙。”

花婆婆的好日子背后，有帮扶干部的辛劳。“有时候深更
半夜还在忙，给我们想挣钱的办法。”花婆婆开的农家乐，也是
帮扶干部发动和张罗的。

她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细节：城里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汪云
友，刚来时是个长长高高的帅小伙，挖洋芋、栽红苕的力气活
他都能干，几年下来头发变白了不少。

12月29日，在她家开的社员大会村民“头脑”风暴上，她
即兴编出一副接地气的对联。请来的“墨客”大笔一挥，工工
整整地写了下来——

上联：扶贫干部白青头
下联：华溪群众鼓腰包
横批：喜迎小康
虽然还没过年，但花婆婆准备新年就贴上。

天上下了细雨，49岁的陈朋难得闲了下来。再过两天就是新的一
年，昨日，他跟几个村民约到犁树坝的鱼塘抓鱼，新年第一天吃鱼。

“年年有余嘛！”
陈朋一网撒了下去，收获不少。他抓出一条向记者“显摆”说：“我

抓的这条鱼不小噢！”
脱贫攻坚收官之年，陈朋的收获不小：地里的黄精长势喜人；妻子

谭明兰在村里的主题邮局超市上班，每月有2000多元的工资。
加上黄精管护的收益，陈朋一家今年又有将近5万元的收入。
腰包鼓起来了，生活也不“抠门”了。陈朋当天掏腰包买下好几条

草鱼，拿回家丢进水缸里，等到新年第一天宰杀。
在他家旁边的主题邮局超市，妻子正在清点货架上的东西，有些热

销的商品要提前联系备货。
陈朋一家的好日子，也是靠奋斗拼出来的。
三年多来，陈朋家的餐桌上少了一样东西——酒。在此之前，陈朋

嗜酒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妻子谭明兰和母亲马培清拿他无计可施。
那个时候，陈朋早上出工要先喝二两酒，再醉醺醺地扛起锄头往地

里走；不到中午，他又借口做饭提前开溜，就为回家“抿两口”。
“滴酒不沾了，彻底戒了！”87岁的老党员马培清凑到记者跟前自

豪地说，“连啤酒都不喝了！”
陈朋的蝶变，从村党支部书记王祥生撵他下地开始。
2017年，陈朋拗不过王祥生，听劝种了不到两亩辣椒。那段时间，

王祥生一有空就上门，没空就打电话问，始终盯着陈朋下地干活。
“结果卖了将近5000块钱！”陈朋一想，“有搞头，比种苞谷、红苕要

强得多。”
辣椒变现钱，陈朋也开始“醒”了。平时空闲时，他还捡起荒废多年

的木工手艺，到乡里的工地上挣钱。
见村里正在大力打造黄精产业，陈朋将土地流转了出去，一年有

3000多元流转费。之后，他又主动返包了5亩地的黄精管护，三年每
亩可得2000元。黄精卖出后，他还有20%的分红。

“黄精长得好噢！”说起地里的黄精，陈朋提起了劲，“保守估计三年
下来能挣好几万。”

看着村里党员干部风里来雨里去，陈朋的“觉悟”也提高不少。
2018年，他写了三次入党申请书，每次都在自我剖析。当年10月，华
溪村党支部开会讨论，决定将其吸收为入党积极分子。

回顾这两年，有个日子“镌刻”他的心底——2019年9月30日。
那天，陈朋一早就赶到了华溪村党支部会议现场。现场20多名在

村的党员参会，集中讨论、举手表决陈朋等3名入党积极分子转为中共
预备党员。

现场表决时，陈朋全票通过。
“现在踏踏实实干，干出个样子来，把这个家撑起来，给两个娃儿做

个好榜样！”陈朋说。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华溪村的村民们正忙着“迎新”，“新”是新

年，也是脱贫之后未来的“新生活”。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发祥 陈翔 王梓涵 陈竹

石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谭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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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口之家一肩挑
刨猪汤浓说丰年熊培兰

戒酒焕发新活力
新年吃鱼庆有余陈朋

扁担挑出大天地 同舟共济民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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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与你“彼此相连”
今年以来，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强化责任

担当，创新推出全额贷、VIP循环贷、感恩贷、
接力贷、优客贷等10 款小微特色产品，开展

“彼此相连”小微金融特别服务年活动，并通
过加大延期还本付息力度，优化审批流程和
作业模式，推出小微红包等多种方式，提升普
惠金融服务水平，支持小微企业纾困发展。

坚持“为民而生、与民共生”。截止2020
年10月底，民生银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54
亿，为1.5万户小微企业提供了融资支持。今
年以来，整体为普惠小微企业客户及个体工
商户降价带来利息减少4434万元，由于民生
银行重庆分行采取红包政策，今年内通过小
微红包给客户抵息超过1000万，累计整体让
利5434万元。

作为国内小微金融服务的开创者，
民生银行不忘初心，时刻关注小微企业
经营发展状况，响应国家“金融机构服务
实体经济，大力推动金融机构支持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政策精准落地见效”，落
实国家“六稳”“六保”工作要求，加大普
惠金融投放力度，积极与万千小微企业
共克时艰。

今年，中国民生银行开启了“彼此相
连 小微金融特别服务年”。山城的小微
企业们和民生银行又有怎样特别的“相
连”故事呢？继上次走进家电行业后，今
日，我们又走进民生银行重庆分行的小
微客户们，听听在渝食品行业客户谈谈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和民生
的故事。

小“扁担”挑出了“大”天地
在盘溪干副市场一楼316摊位，范常云打

开一件刚从云南收回的核桃。他随手一捏，核
桃“咔嚓”一
声，“是好品
种。核桃也
干湿合适。”

“亲手”验收
合格后，范常
云张罗着让
员工把核桃
放到了摊位
上，等待被采
购...... 范常云
是重庆市宾
廷商贸有限
公司(以下简

称“宾廷公司”)的创始人。在他的带领下，主
要经营核桃、红枣、枸杞等干副食品的宾廷公
司在盘溪市场赫赫有名。它的客户遍布全国，
几乎全是国内知名的连锁超市。宾廷蒸蒸日
上的背后，范常云却谦逊地说，他不过就是一
个走遍重庆的卖货郎，靠着挑扁担，一步步创
立起了宾廷公司。

80年代末，从农村来到重庆主城的范常
云，做起了卖水果的小贩。“观音桥、鹅岭公园、
菜园坝……”挑着扁担和箩筐，范常云沿街叫
卖着从批发市场批发回的各种水果。虽然辛
苦，不过收入还不错。范常云并未拘泥于现
状，而是敏感意识到自己应该做的更好，从而
萌生了去产地采购水果的想法。

三十年前，由于交通不太便利，运输水果
会遇到各种保存问题，而耐储存的干货成为范
常云的不二选择。说干就干，范常云就与朋友
一起，到云南去采购干核桃，然后拉回重庆售
卖。香甜可口的核桃到山城后，自然受到市民
的欢迎，很快就一抢而空。慢慢的，范常云就
开始定期往返滇渝间，贩卖核桃。核桃也让范
常云拥有了第一桶金，也成为当年宾廷公司的
启动资金。如今，宾廷公司并不仅限于做核桃
生意，但凭借多年采购核桃的经验，范常云练
就隔袋听核桃的“绝技”。“一袋核桃放在麻布
口袋里。只要我用脚踢几下，就能判断，这个
核桃干不干，质量好不好。”范常云颇为自豪地
说。

“卖货郎”获贷款
民生银行小微做“细”市场

如今，性格老实，但拥有“听”核桃本领的
范常云仍然坚守一线，常年奔波于新疆、云南、
宁夏等地，采购核桃、红枣、枸杞等干货。“只要
产品价格合适，我们这个行业就必须要大量资
金来采购、备货。”范常云回忆道，十二年前，自
己还在观音桥农贸市场当个体商户时，就接触
到了民生银行。原以为银行贷款会非常麻烦，
但范常云却靠着不多的抵押物，和账本，顺利
从民生银行获得了贷款。

“民生银行贷款就是快、方便。”范常云笑

着说，十几年前，像他一样的观农贸个体农副
产品批发商，在银行想要取得贷款是比较难
的。但民生银行却主动找到范常云和市场里
的其他商户。“没有抵押物，没关系，你有啥提
供啥。”民生银行小微客户经理们一次次到市
场，给范常云他们讲解民生银行的小微产品。
许多商户就凭几年的手工记账本，也获得了民
生银行的小微贷款支持。当年观农贸市场里
不少商户在民生银行小微贷款支持下，做大做
强。

共克时艰
民生银行与小微客户同舟共济

“我真心感谢民生银行。”范常云发自内心

说道，在公司日常经营中，经常会遇到超市等
下“急单”。300吨核桃要求3天内备货完毕；
从备货到打款，至少需要25天以上的周期；节
假日和收获季接踵而至......对于范常云这样的
批发商户来说，资金就会出现缺口。在这时，
范常云总会第一时间想到求助民生银行。而
民生银行则会快速为范常云送来“及时雨”。

“民生银行的小微红包，也让我们倍感暖
心。”范常云说，今年疫情爆发后，市场里的批
发商户经营均受到些影响。疫情期间，民生银
行小微客户经理们及时了解商户们的经营情
况，同时通过申请小微红包返还、主动降息、无
还本续贷等，与商户们共克时艰。

如同民生银行众多小微客户一样，从路边
的卖货郎，到行业翘楚，范常云常调侃自己就
是一个“挑扁担”的，未来也希望自己能挑着

“扁担”，携手民生银行踏实走好每一步。范常
云爱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电视剧里，男主
人公陈江河摇着拨浪鼓，喊着“鸡毛换糖”，最
终通过自身努力，成长为跨国贸易集团总经
理。范常云笑着说，他在陈江河的身上看到了
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众多商户们创业图强、
自强不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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