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是市中区派驻峨边沙坪镇岩
悬村的第一书记吕凯，中共党员，我为峨边岩悬
高山土鸡蛋代言……”在《扶贫第一书记为“峨
边岩悬高山土鸡蛋代言”的一封信》中，吕凯这
样写道。

在种植、养殖相继打开局面，一切都朝着吕
凯构想的方向顺利发展后，如何将村民们的产
品顺利销售出去，成为吕凯必须要解决的一大
难题。

在小米椒采摘的时节，有商贩自发开车来
村里收购，村民们在地里即可把产品换成钞票；
村民养的肥猪，也不愁销路。只有鸡蛋，让吕凯操
心。“以前蛋少的时候，村民们会带到县城去卖。
现在上规模了，仅仅到县城去卖，是卖不完的。”

而且，村民去县城卖蛋也不方便。赵启贵
以前养了一些鸡，鸡下的蛋多了，自家吃不完，
就拿到县城去卖。“赶个场来回要30多元，我又
晕车，要耽搁一天的时间，很不方便。”如今，赵
启贵养的鸡多了，鸡蛋也成倍数增加，要让老人
家再像以前那样去赶场卖蛋，的确不现实。

全村6000多只鸡，每天母鸡下的蛋就是好
几百个，鸡蛋卖不出去，就会极大地打击村民养
鸡的积极性，也会让“鸡司令”的一番心血付诸
东流。所以，吕凯给自己下了命令：必须要帮村
民们把鸡蛋卖出去，而且是长期性、稳定性的，
鸡蛋的销售途径不能中断。

为此，吕凯认为，要让鸡蛋好卖，得给鸡蛋
创立品牌效应。再三思考后，他决定给岩悬村
的鸡蛋取名叫“峨边岩悬高山土鸡蛋”。村支书
赵大兵认为这个名字字太多，不好记，但吕凯坚
持要用这个名字，“这才是我们村鸡蛋的特色，
一个字都不能少。”

在代言信中，吕凯列举了峨边岩悬高山土
鸡蛋的特点：一是鸡品种土，都是通过老母鸡孵
化小鸡喂养的；二是纯粮食饲养，小鸡成长过程
全部喂食玉面、玉米、菜叶和小鸡自己满山寻
食；三是小鸡成长环境好，岩悬村海拔在
1100-1700米，空气清新，环境优美。

这么好的鸡蛋，怎么走出大山，走进城市，
走上餐桌？深谙网络之道的吕凯打起了电商的
主意。他联系上了乐山市中区供销合作社，通
过合作社旗下的“壹点利”网购平台卖鸡蛋。

“我们的鸡蛋对外卖1.5元一个，除去0.3元
的包装成本，剩下的1.2元全部给村民。”在统计
村民能提供的鸡蛋数量后，3月24日，岩悬村第
一批1500个高山土鸡蛋踏上了销售渠道的征
程。“当天中午12点上架，下午5点就售罄了，而
且下周的鸡蛋也已预定出去了一半。”

如此好的销售态势，让吕凯信心倍增。有
了订单，接下来就是送货。吕凯和驻村队队员
们开着车，拉着鸡蛋下山，往城里送货，当天忙
到晚上10点过才送完。虽然累，但大家的心里
高兴，精神振奋。

在销售鸡蛋的过程中，吕凯扮演了推广员、
收货员、包装员、运输员、快递员的“五员”角
色。而这一切工作，不但是义务的，反而还要倒
贴油钱。

虽然每周开车把鸡蛋拉到乐山城区能为村
民节省一大笔物流成本，但吕凯心里很清楚，随
着鸡蛋产量的增加，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6
月以后，村里每周出产的鸡蛋将达到6000-8000
个。电商平台的散客购买数量有限，必须要寻找
到需求量大、稳定且长期的大客户单位才行。”

而且，吕凯更为长远地想到，今后他和驻村
队队员离开了，现在村民们依赖的物流渠道也
可能会随之中断，村民们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把
鸡蛋拉下山去配送到家。所以，吕凯一方面希
望能找到大客户单位，由大客户自行到村里收
购；另一方面，他希望能找到物流公司接手，这
样还能拓展像成都这样的大市场，让岩悬村的
高山土鸡蛋走得更远，品牌叫得更响亮。

说到这里，吕凯的目光转到窗外。那里，一
只母鸡正带着一群小鸡在地里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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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凉山的小米椒（下）
记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岩悬村第一书记吕凯

□黄勇

走访了多户种植小米椒的村民，
吕凯总结，2019年，在市场行情因素
的作用下，村民种植的小米椒，最差
的一亩有五六千元的收入，最好的有
八九千元，平均下来，一亩六七千元
的收入是比较靠谱的。此前对种植
小米椒还有疑虑的村民，这回尝到了
甜头，彻底打消了观望的念头，认为
吕凯提出的种植小米椒走致富之路
的想法切实可行。

2020年4月26日，吕凯请来乐山
市中区农业农村局蔬菜种植专家董
学会，到岩悬村开展辣椒种植专项培
训，呼啦啦来了40多名村民。董学
会通过多媒体，形象生动地给大家讲
解辣椒种植中常见的几种病害，如枯
萎病、霜霉病、软腐病、炭疽病等，村
民们听得很认真。

2020年，岩悬村种植小米椒的面
积几乎比2019年增加了一倍，达到
300 多亩。但葛忠清还是采取了
2019年的种植策略：8亩地，小米椒
和长条椒各4亩。为什么不增加小
米椒的种植面积？葛忠清说，家里就
他和妻子，忙不过来。

吕凯解释说，小米椒成熟的时
节，需要尽快采摘，否则就会变软腐
烂。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手，种植多
了反而是一种负担和浪费。与其看
着小米椒因无法及时采摘而烂在地
里，不如理性地控制种植面积。54岁
的贫困户张腾贵，2019年在小米椒大
量成熟的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四五点
就下地采摘了。其他种植小米椒的村
民，情况也基本上一样。

葛忠清2020年采取的种植策略，
其实还有一个担心：万一行情不好，
可以减少一些损失。吕凯认为葛忠
清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气候和地
理条件所致，岩悬村的小米椒成熟时
节要比山下的小米椒晚半个月，正好

“错峰”而行，在行情上碰到滥市的可
能性不大。即使行情不好，小米椒一
斤卖两三元，一亩也能有三四千元的
收入，比种玉米、土豆划算多了。

脆红李果树项目，是吕凯到岩悬
村前，村里引进合作社栽种的，一共
种植了307亩。吕凯觉得这个项目很
不错，符合岩悬村的气候、地理条件，
又不会影响村民种植作物，每年还能
通过务工、分红等方式获利。“明年一
旦大量挂果，经济效益就出来了。”吕
凯对此充满了信心。

种小米椒划算
壹

2020年4月3日，吕凯（右二）在
八九组活动中心帮助村民销售鸡蛋。

2020年4月初，吕凯来到79岁的
贫困户赵启贵家收鸡蛋。赵启贵端
着一个篮子从竹林里出来，篮子里装
满了鸡蛋，这些鸡蛋都是他散养在竹
林里的母鸡刚生下来的。

吕凯拿起一个鸡蛋，握在手心
里：“蛋还是热乎乎的呢。”把鸡蛋轻
轻放回篮子里，吕凯问赵启贵：“这一
篮子鸡蛋有多少个？”赵启贵笑着答
道：“有22个，我刚才一边捡一边数
过了。”赵启贵打开一个柜子，吕凯看
到柜子里满满当当都是鸡蛋，问有多
少个，赵启贵说有150多个。

作为农户的标配，一般每户人家
都会养几只鸡，岩悬村的村民也不例
外。吕凯发现，大部分村民家里都散
养着几只鸡，鸡下的蛋供自家吃，很少
有拿去卖的。即使有的村民养的鸡
多，蛋下得多，也是偶尔背下山去卖。

“根据我的观察，虽然崎岖的山
地给农作物种植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但却是养跑山鸡的极佳环境。村里
有种植玉米的习惯，能给鸡提供天然
饲料，为什么不鼓励大家养鸡增收
呢？”吕凯认为，养鸡是一种人力成本
少、收益又大的增收方式，加上村民普
遍都懂怎么养鸡，技术上不存在什么
困难，他决定在岩悬村大力提倡养鸡
产业，遂义不容辞地当上了“鸡司令”。

别的地方也在提倡养鸡，吕凯提
倡养鸡的想法不是独创，但在方法方
式上，他却是独创。别的地方为鼓励
村民养鸡，给村民免费提供小鸡。但
吕凯不认同这种方式，“不是自己出
钱买小鸡养殖，就不会怎么上心，反
正没花钱，养死了也不心疼。”

“鸡司令”宣布了他的养鸡办法：
由村民们自己出钱去买小鸡养殖，养殖
规模达到50只的，每户给予一次性奖
励1800元，相当于每只鸡奖励36元，
而且卖蛋和鸡的收入全部归村民所有。

这个奖励措施的力度有些大。
那么，奖励的钱，从哪里来？峨边县政

府为鼓励农户养鸡，
有相应的养殖补贴，
有的地方是把这笔补
贴拿去买小鸡送给村
民养殖。吕凯换成这
种办法，不过是“耍”
了一个小“花样”。

还别说，吕凯的
“花样”真的激发起
了 村 民 的 养 鸡 热
情。全村有100多户
村民加入了养鸡计
划，规模达到6000多
只。吕凯也不含糊，

清点每户村民的养鸡数量后，1800
元如数发放。

2020年3月下旬，岩悬村的这批
母鸡全都到了下蛋的“年龄”。每天
收获二三十个鸡蛋，就是二三十元，
一个月就有六七百元的收入，村民们
心里乐开了花。

作为传统农业耕种地区，岩悬村
以前有不少村民养有耕牛。近年来，
随着耕种方式的改变，耕牛逐渐减少
并消失。岩悬村后来引进了一家农业
公司，在村里开设养牛场，养殖肉牛。
肉牛生长快，出栏时间短，收益高，引
来村民的“围观”，也让周万全动了心。

44岁的周万全是贫困户，以前养
过耕牛，有一定的养殖技术。在观察
养牛场一段时间后，他觉得自己也能
养肉牛，于是挽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2017 年，周万全向村里借了一
万元的周转资金，又贷了一大笔款，
从山东一口气买了20头小牛。或许
是小牛水土不服，或许是周万全养殖
技术不过关，小牛陆续病死，最终只
剩下一头母牛。遭遇如此重大的打
击，周万全很是灰心，每天郁郁寡欢，
沉默寡言。

吕凯到岩悬村后，了解到周万全
的情况，经常找他谈心，帮助他，鼓励
他，并给予技术上的支持。周万全重
拾起养殖创业的信心，那头硕果仅存
的母牛也很给他“争气”，生了几头小
牛，他又购买了几头。如今，周万全
家里有了13头大大小小的肉牛，长
势良好，收入可期。

周万全除了养牛，还养猪和鸡，
如此一来，使得屋里屋外成了混乱不
堪的“动物园”，卫生条件堪忧，“脚都
下不去。”为此，吕凯准备给周万全指
导规划饲养区，牛归牛栏，猪归猪圈，
鸡归山林，“刚建好的彝家新寨砖瓦
房，还是要有家的样子，卫生条件必
须要搞好。”

2020年3月20日，吕凯（左）为峨边岩悬高山土鸡蛋代言。（吕凯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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