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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组村民居住比较集中，闲时
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天冷了，村民就
在路边空地上烧起火塘，大家围坐一
团，气氛热烈。

一天，吕凯来到这里，大家热情地
邀请他坐下烤火。“这里海拔较高，气
温也低，我穿得比较厚，都感觉有些
冷。烤了一会儿，胸前倒是热乎了，但
没被烤到的背部仍然是冷嗖嗖的。”

露天聚在一起烧火塘，是这里的
村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惯。吕凯想
改变这个习惯，而且还不局限于这一
点。这两个组离村两委驻地有点远，
村民平时没事不会来，村两委干部有
时会到他们的居住地召集村民开会，
场地也很随意，没有固定。

为什么不给两个组的村民修建一
个活动中心呢？吕凯把这个想法告诉
了村民，大家都说好，坚决支持！民意
一致，那还犹豫什么？吕凯在村民居
住地附近的公路拐弯处选了一处空
地，平整出来，处理好地基，开始修建
房屋。村民们都自发地来帮忙做活，
工地上热火朝天。

“这个活动中心的房屋，所有的木
材、瓦片，都是村民从自家拿来的，我
们就搭建了一个框架，砌了砖墙。”吕
凯说，由此可见村民们对活动中心有
多向往和渴望。

很快，活动中心建好了，村民们把
火塘移到了屋内，就像在家里一样浑
身暖和。每天，到活动中心来玩的村
民挤满了整个房子。吕凯还为中心配
备了棋牌、电视、音箱，制定了管理制
度。严禁赌博，村民们都自觉遵守，这
里从来没出现过赌博现象。

到活动中心玩耍的还有很多孩
子，吕凯在屋内一角摆上书架，放了一
些图书，让孩子们养成看书学习的好
习惯。后来，他又添加了一些有关农
业科技方面的图书，供村民学习。

活动中心最初的条件比较简陋，
村民们是坐在木头上烤火塘的。吕凯
购置了一些塑料凳，那些木头才结束
了历史使命。有些村民把红苕、土豆
放进火塘里烤，不久，整个屋子弥漫着
诱人的香味。扒拉出来，吹掉灰，大家
分而食之，每个人脸上都绽放着开心
的笑容。

活动中心没有专人看管，村支书
赵大兵是九组人，又兼任九组组长，所
以由他代管。不过，赵大兵基本上也
没管过，他也不用管，因为村民们都很
珍惜、爱护活动中心，每个村民都是活
动中心的主人，都自发地履行着管理
义务。

活动中心的火塘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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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岁的葛忠清是
一般户，家里有 11 亩
地。我们到时，他和妻
子正冒雨在地里忙着侍
弄小米椒。回到家中，
看着外面越下越大的
雨，憨厚的葛忠清脸上的
笑容就没停下来：“这场
雨算是下透了，过后小米
椒会长得很快、很好。”

以前，葛忠清家的
11亩地种的是玉米和土
豆。吕凯给他算过账：一
亩玉米或土豆，产出不过
1000多元，除去种子钱、
化肥和人工成本，每亩能
有五六百元的纯收入就
算不错了，11亩地一年
收入不过六七千元。

吕凯鼓励葛忠清加
大种植小米椒的面积，
增加经济收入。其实，
葛忠清每年也要种植一
点小米椒，用他的话说，
就是“种来耍的”。考虑
到 2018 年小米椒的价
格是每斤 2 元，保守的
葛忠清把吕凯的话听进
了一半，2019 年，他拿
出8亩地，种了4亩小米
椒、4亩长条椒。

小米椒的种植过程
中，病虫的防治很关
键。精通农艺的吕凯
说，防治分为“防”和

“治”两方面，出现虫害，
及时进行“治”，还能确
保不受什么损失；但在
病害出现前，及时进行

“防”是很关键的。如果
事 前 不 按 时 节 进 行

“防”，发生病害后就只
有干瞪眼了。

吕凯的农艺指导，
葛忠清并没有怎么放在
心上。在该进行“防”的时
候，他没有及时打农药，结
果病害发生，一亩多的小
米椒被“洗白”了。他事后
总结说：“大意了。”

不过，就是这近 3
亩的小米椒，让葛忠清
尝到了甜头。2019 年
的小米椒市场行情火
爆，每斤价格达5元，葛
忠清的小米椒卖了两万
多元。而那4亩长条椒
也收入了一万多元。

吕凯又给葛忠清算
了一笔账：小米椒每亩收
入六七千元，除去各种成
本一两千元，每亩净赚五
六千元，干不干得？划不
划算？葛忠清连连点头：

“干得，划算。”
63 岁的贫困户刘

树珍种了两亩多小米
椒，在吕凯的技术指导
下，长势非常好。卖完
小米椒后，吕凯问她：

“你给我说实话，到底卖
了好多钱？”刘树珍笑着
说：“一万七八千元。”

鼓励种植小米椒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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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凉山的小米椒（上）
记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岩悬村第一书记吕凯

□黄勇

“我们这里叫岩悬村，虽然没有昭觉县
的悬崖村出名，但我们村也是贫困村，海拔
1100- 1700米，比悬崖村1400- 1600米
的最高海拔还要高100米。”

“你看左边，那是我的脆红李果树，
今年已经挂果了，不多，明年就能大量结
果了。”

“右边土里那一条条白色的东西，是
培育小米椒苗子的薄膜。我们村海拔高，
气候要晚一些。再过段时间，我的小米椒
就会长高、长壮了。”

2020年5月24日上午8点多，吕凯
开着车爬行在从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县
城通往沙坪镇岩悬村弯多狭窄的山路
上。天上下着雨，雨刮器不断地刮开滴落
在前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外面雨雾缭绕，
隔着车窗，我们只能跟随吕凯所说的方向
看去，但也是模糊不清。

尽管视线不佳，但吕凯丝毫没受影
响。这个46岁的农艺师有着一副大嗓
门，说话充满激情，非常带劲。他习惯说
“我的”，频率很高，语气中带着一股不容
置疑的果敢、干练的作风。

到岩悬村后，吕凯把自己彻底融入了
这里的山山水水。每一棵树，每一株苗，
每一只鸡，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他的希望，
他的雄心。两年来，他像一个作战的指挥
官，站在沙盘前，胸有成竹地在岩悬村悄
无声息地布着一个由他精心规划的“局”：
因地制宜，为村民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
的、长久稳定的、致富奔小康的经济体系。

吕凯是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农业农
村局农业监管股股长、农艺师。2016年9
月，他被委派到峨边进行对口帮扶。2018
年5月，他被下派到峨边沙坪镇岩悬村担
任第一书记，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到岩悬村后，吕凯发现，肩上的担子
比想象中的重多了。

岩悬村地处西南小凉山片区峨边大
渡河以北，距峨边县城17公里，幅员面积
5平方公里，村民主要经济来源以外出务
工和种养殖业为主。全村有10个村民小
组，288户1073人，其中贫困户79户176
人，为省定贫困村。

10 个 村 民 小 组 分 布 在 海 拔
1100-1700 米，三四组在海拔最高的地
方，饮水问题突出。每年冬天干旱时，村
民总有两三个月饮水困难。

82岁的车玉安说：“我们这里缺水啊，
但人怎么能离得开水呢？缺水时我们只
能到两公里外的地方去背水。每一滴水
都很珍贵，洗完脸的水都不能倒了，得拿
去和料喂猪、鸡等。衣服脏了，也只有放
着，过段时间集中拿到有水的地方去洗。”

不把水的问题解决，村民年年都要遇
到这样的困难。吕凯调查了解后，决定从
10 公里外一个叫锅圈岩的地方引水入
户。他向乐山市市中区争取了34.32万元
的扶持资金，带领村组干部和村民铺设管
道、修建水池。2018年冬天干旱时，两个
组的村民再也不为饮水发愁了。

车玉安打开水龙头，清澈寒冷的水哗
哗流出，他说：“现在好了，打开水龙头就
有水，一年365天，就没停过。吕书记真是
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不为饮水发愁

37岁的童利群是乐山市市中区信访局的工作人
员，2020年2月才到岩悬村担任驻村队队员。在她之
前，岩悬村最年轻的党员是吕凯。

“我到岩悬村之前，最年轻的党员是村支书赵大兵，53
岁。”吕凯说，整个岩悬村的党员岁数普遍老龄化，召开村
党支部会议，满屋子都是一群头发花白的老头、老太太。

与此情况相同的是，岩悬村在家的村民基本上是
老弱病残，年轻的、壮年的村民，大都外出务工了。这
样的一群非正常劳动力，耕种着人均一亩多的土地，
让吕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更让吕凯着急的是，村里的经济产业体系弱得几
乎没有。“用一穷二白来形容，简直不夸张。”

“我刚到村里时，站在高处四下一看，漫山遍野的地
里种的不是玉米就是土豆。这些传统农业，也只够糊口
和养点副业，要想换成钱，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而经济
作物，基本上为零。虽然有些村民在种小米椒，但种得很
少，只是自家食用，没有转化为经济收入。”村民们种植的
传统农作物，是不可能从地里挤出钱来的。要想土地生
钱，还得想办法种植经济作物。

在吕凯看来，虽然村里的贫困率高，但有国家的
政策扶持，有各级政府的措施支持，有社会各界的资金
帮扶，修路、建房这些脱贫攻坚的基本工作都在有条不紊
地推进，岩悬村贫困户脱贫并不是难事。事实的确如此，
2018年，岩悬村顺利整村脱贫，2019年贫困率降为零。

吕凯认为，脱贫攻坚应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强
烈意愿，扶贫只能扶三年五载，帮困帮不了一生一
世。他多次找贫困户谈心，帮助他们转变思想。

在岩悬村，吕凯不仅要扶贫困户，也要扶一般户，
要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全村288户，没有一户异地
安置搬迁，全部都在原地居住，都要在地里挖出致富
奔小康的“金娃娃”来。

那么，种植什么才能让村民有信心、有积极性呢？
作为农艺师，吕凯认为，一切都得因地制宜，结合

岩悬村的实际情况来规划。
首先，村民老龄化、年幼化情况严重，不可能让他们

去种植需要肩挑背扛的重体力经济作物，否则要不了几
年就会失败。

其次，岩悬村属于小凉山的高海拔山区，气候条件与平
原、谷地差异较大，不能引进不适合这里种植的经济作物。

第三，传统的玉米、土豆等农作物，不是说就不种
了，但要减少种植面积，鼓励多种经济效益更为明显
的经济作物。

经过深入调查和听取村民意见后，吕凯为村民构
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长久稳定的、致富奔小康的经
济体系逐渐明晰起来：种植上，鼓励村民大力种小米
椒，同时注重村里此前引进合作社种植的脆红李果树；
养殖上，鼓励村民家家户户养鸡，出产高山土鸡蛋，有条
件的村民还可以养猪和肉牛；对出产的产品，打通渠道
进行销售，让村民解除后顾之忧。吕凯还可充分发挥他
的农艺专长，为村民的种植、养殖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吕凯构建的经济体系，让不少村民心存忧虑。地
里大量种小米椒，减少玉米和土豆种植，人吃啥？牲
畜家禽吃啥？养那么多鸡，鸡和蛋卖得出去吗？

吕凯觉得村民们的担忧虽然有道理，但都不是问
题。要想说服村民，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能有
实实在在的收入。采摘小米椒的时节，每天几百元的
收入，看你们心动不心动！

咋个挖出“金娃娃”？
叁

2019年2月15日，吕凯与村民在路边烤着火塘，商议在八九组修建活动中心的事情。（吕凯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