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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权

小火盆上“煨”着的年糕发出“嗞嗞”
的声音， 看上去又香又脆。 刘斌樑和几
个人围坐在火盆边上，暖意融融。

朋友用手机录下了这个温馨画面，
刘斌樑立马上传至微信， 并配写了文
字：

“煨是中华传统烹饪方法之一，年
糕是家乡浙江临安寄来的特产，我在湖
南平江泊头村煨年糕，借此彩头祝亲朋
好友新春愉快！ ”

2月4日，除夕。 这是刘斌樑在平江
度过的第二个年。

“刺头”村来了“扶贫大使”

平江， 曾被台湾诗人余光中誉为
“蓝墨水的上游”，这里曾走出过52位开
国将军。 然而，承载着历史荣光的平江
也曾是一方贫瘠之地，1986年被国务院
列为第一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自2002年11月起，财政部便将平江
作为定点扶贫县，开辟了从北京直通平
江的爱心之路。 这条路，一走就是17年。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2017年7月，在
脱贫攻坚的最后关头， 作为新一轮的

“扶贫大使”，财政部行政政法司的刘斌
樑来了。

刘斌樑不喜欢当地人称呼他为“京
官”，但也承认，这层身份让他开展工作
时有着天然的超脱感： 没有利益纠葛，
判断事情和处理问题会更客观。

平江加义镇泊头村，是刘斌樑工作
的第二站。 此前，他是镇上丽江村的“第
一书记”。 2018年4月，他接到电话让其

“换岗”，不少人给他打来电话善意“提
醒”：泊头比丽江情况复杂，上访户多，

“刺头”多。
有人替他捏把汗，可他自己倒是有

种“舍我其谁”的豪迈感，他说双子座的
男人， 对万事万物都充满着好奇心，对
周围一切新鲜刺激的玩意儿都充满着
无止境的探索欲望。

“不是寻找同路人，而是把对象变
成同路人。 ”刘斌樑说。

上任伊始 ， “第一书记 ”
遭遇“舆情危机”

“做好农村工作的最大前提，就是
尊重农民。 ”

但泊头村的情况还是在他的“意料
之外”。 上任泊头“第一书记”伊始，刘斌
樑便遭遇了“舆情危机”。

泊头村有个“民心爱心微信群”，有
人劝说刘斌樑将这个群“解散”，因为某
些“刺头”喜欢在群里散布一些“虚头巴
脑”的东西，挑起一些是非。 刘斌樑不但
没解散群，还进入了群，并被推荐为群
主：“解散一个微信群容易，进这个群有
问题更能掌握情况。 ”

泊头的水质改造工程一直是扶贫
帮困工作的重点。 去年夏季，有村民突
然在群里上传了一条短视频，视频中村
民打开自家的水龙头，流出了浑浊的自
来水。 一时间，群内议论纷纷，甚至有人
直指村干部套取国家改造资金，不少在
外工作的人也打来电话质问。

“不至于啊？ ”刘斌樑有些疑惑：因
为各种原因，泊头的水质改造工程困难
大、时间长，但经过改造治理，水质已明
显有了提高， 他自己也是喝这样的水。
他没有急着在群里回复，一方面让人实
地去现场查看，一方面安排人去多家验
看。 最后发现，发这段视频的村民因为
自家水管没有很好地清淤，才导致水质
浑浊。 刘斌樑气不打一处来，责令这位
村民再拍视频上传并作出说明，澄清真

相。
事实是回击谣言最好的办法。 只有

让老百姓了解情况，并参与到解决问题
当中，他们才会理解你，支持你。

为此， 刘斌樑一改过去村里的事情
村委会说了算的状况，将事权下放到组，
推行由组长、党员、村民组成的“三人小
组”制，村委会只做好监督、协调的角色。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量争
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刘斌樑说，
做好农村工作的最大前提， 就是尊重农
民。

“引凤还巢”还须“枝繁巢暖”

“携富济贫才能共谋多赢。 驻村扶
贫要跟上国家的战略。 ”

1985年出生的刘斌樑肤色黝黑，语
速很快，不太像“吴侬软语”的江浙人。
刚来时，村民认为这个从北京来的年轻
人是来“镀金”的，但后来逐渐知道这个
年轻人确实“有一套”。

现在不少地方提出“回故乡、建家
乡”的政策，希望外出发展的人“回流”。
刘斌樑说，如果没有美丽的家园，没有产
业的发展，就没有发展的平台和机会，因
此要“引凤还巢”就必须“枝繁巢暖”。

如今的泊头村开始有了“起色”：村
道不再崎岖，水渠不再堵塞，崭新的市民
文化中心已现雏形，架起了路灯，村民们
夜间出行不用再靠手电照明。 更让百姓
看得见的是，碧桂园这样的大企业也“落
户”到村上。 2018年5月，碧桂园在全国9
省14县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平江是其中
之一，在泊头村建起了花卉苗木基地，第
一期发展106亩，总投资500万元。

刘斌樑时不时会到基地转悠一下，
走在田埂上，看看苗木的长势，去年冬季
雨雪霏霏，他走得更勤了，每天都来看
看，生怕培育中的苗木有“闪失”，影响到
今年的销售。

在学经济出身的他看来，产业扶贫
最好的选择就是和大企业合作。 但大企
业并非仅仅意味着“钱多”，而是大企业
有着完备的产业链体系和成熟的市场经
销思维。

从前期的培育苗木、改良土壤、科学
灌溉，到后期的销售与运营，碧桂园在泊
头的“试水”也区别于以往村民家庭作坊
式的种植。 刘斌樑说，苗木基地带动了
包括泊头在内的周边4个村及社区共
120人务工， 务工者月工资收入在1500
至2500元。

“好风凭借力”，借助碧桂园的资源
和渠道，结合泊头的实际情况，一些缺乏
渠道的特色农产品打开了销路。

刘斌樑很欣赏作家豆豆小说《遥远
的救世主》的主人公丁元英，一个在资本
市场长袖善舞并充满哲学思辨的人。 但
他常和碧桂园扶贫驻村队员说，企业要
盈利，村民要受益，村里要发展，只有“携
富济贫、共谋多赢”。

“驻村扶贫，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在这
里“管天管地管空气”的刘斌樑，不断拧
动泊头村的“发条”：“扶贫要有格局观，
要站在更高的层面， 要跟上国家的战
略。 ”

今年春节又没能回家，除夕夜，刘斌
樑留在村里和脱贫户们一起吃团年饭。
2018年，泊头村终于甩脱了“贫困”的帽
子，新年和脱贫户们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或许是他留下过年的最大理由。

刘斌樑租住在一栋二层楼的居民楼
里，一楼是接待客人的地方，二楼住宿，
他的房间有些凌乱。 去年7月，父母亲从
老家赶来看他，见到他住的地方，转背就
流泪。 刘斌樑安慰母亲，没那么苦，这里
生活挺好的。

一位来自北京的湖南乡村扶贫“第一
书记” 是怎样过湖南年的？ 他在湖南乡村
的工作与生活是怎样的？ ———

“京官”驻村记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上过大学的“85后” 姚
栋， 结束城市的工作生涯， 顶
着压力返回家乡种起了红薯，
成了一名新型职业农民。 他的
红薯加工厂年产值上千万元。
他恪守家训， 心存敬畏， 不忘
根本。 如今太平年代、 昌明盛
世， 只要安安稳稳、 勤勤勉
勉， 就有好日子过， 最要紧的
是自己莫“乱搞”、 莫懒惰。
他清楚自己的根之所在。

春节前后， 是农民漫长的冬闲时光。 这
段日子， 晒晒太阳， 傍着炉火， 将疲惫的筋
骨舒展， 回望岁时， 等候春来， 诸事不作，
是心安理得的。 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静慎村
村民姚栋， 做派有点像农民， 也有点不像。
春节前还在忙忙碌碌， 送红薯粉、 下地种

“种薯”、 慰问贫困户， 当然也忙忙碌碌地筹
备年夜饭。

姚栋长得结结实实， 圆脸上戴副近视眼
镜， 看着不太像农民， 又不太像知识分子，
给人以既精明又憨厚之感。 此人穿戴整齐客
气， 手指却粗黑， 显示出生活优裕又肯吃苦

“干粗活” 的状态。
7年前， 这个上过大学的年轻人， 结束城

市的工作生涯， 返回家乡静慎村种起了红薯，
成了一名“新农民”。

一个种红薯的“85后” 新型职业农民，
会有什么新故事？

不如回乡种红薯

2月2日， 猪年春节前最后一个好太阳天。
立春在即， 地气已经热了。

湘江长沙境内最北段， 冬日水流平缓。
东岸望城区茶亭镇静慎村， 大片大棚蔬菜基
地正在翻耕。 推开大棚的门， 热气迎面扑来，
带着新翻的泥土气息， 那是肥沃土壤里滋长
的阳气， 足以让任何蛰伏冬眠的种子苏醒。

这是姚栋租用的红薯种苗基地， 要趁着
春节前的好天气尽快翻好土， 将“种薯” 下
地。

专职农技员小顾正在用一个半自动的手
推机器翻土。 机器轰鸣中， 一块块黄土化作
碎屑， 翻起泥浪四处飞溅。

“种红薯， 就要我们东城这里的干泥巴
土。” 姚栋搓了一把泥土说。

静慎村本属望城区东城镇， 前几年合并
到茶亭镇， 村民仍然习惯称这块地界为“东
城”。 这里多“岸子田” 也就是旱田， 种水稻
年年要抽水灌溉且收成不佳， 却最适合种红
薯。 红薯这东西不挑土、 不占肥， 种到地里
都会长。

“小时候种得真多， 一片连着一片， 好
像大人们只会种红薯似的。” 姚栋是吃着红薯
饭长大的。 红薯在南方不宜长期储存， 多年
来， 村民们习惯把红薯加工成红薯粉、 红薯
片食用。 及至农村生活环境大为改善， 食物
日渐丰富， 自然不怎么吃红薯了， 但种红薯
的习惯仍然保持着， 只是基本给猪吃， 猪吃
不完就烂在地里， 大家也不是很心疼， 反正
这东西卖不起钱， 不金贵。 红薯在当地又称
苕， 方言里“红薯坨坨” “苕坨” 都不是什
么好话， 说一个人蠢的意思。

2012年， 姚栋27岁， 在望城经营快递业
务， 静慎村村支书一再邀请他回乡创业。

拿着十几万元积蓄， 原本打算在城里买
房的姚栋和妻子文莎， 带着刚一岁的大女儿，
顶着压力回乡“当农民” 了。

“当农民能有什么出息！” 当了一辈子农
民的父亲坚决反对。 村民们也觉得回来种红
薯的姚栋有些“苕”。

姚栋觉得农村人情味更浓、 空气更好，
最重要的是， 姚栋做过餐饮， 知道家乡的红
薯粉有多受欢迎。 他决定在静慎村种红薯、
加工红薯粉。

不过这回种的却不是之前大家常用的品
种， 也不是大家平常的种法。

东城这里传统种的是“华北薯”， 黄皮白
心， 粉质好， 然而产量低； 还有一种“豫
薯”， 红皮白心， 产量高， 粉质却差， 做成的
红薯粉韧性低、 口感差。

这些年， 姚栋引进了“湘薯” “济薯”
“徐薯” 等上十个新品种， 有含淀粉高的， 有
适合鲜食的， 还有紫薯等， 都是好吃又好种
的品种。

2018年， 姚栋带着村民们一起种植了上
千亩红薯地， 采用机械耕种收， 土壤配好氮
磷钾的比例 ， 亩产量轻松超过 2500公斤 。
2019年还要扩种， “种薯” 要赶在春节前下
地。

“种薯” 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留着黄泥
和长长短短的须根， 仿佛只要洒点水就能马
上抽枝展叶。

姚栋三下两下剥去一个种薯的皮， 露出
莹白的薯肉， “嘎嘣” 一声咬下一块。 “你
听这声音， 多脆， 这个品种的粉多、 好打
浆。”

到得清明前后， 种薯长出的幼苗就可以
移栽到地里了。

一个红薯的18种吃法

一张透明的淡青色圆盘折叠着晾挂在竹
竿上， 阳光下晶莹剔透、 薯香扑鼻。

这是姚栋红薯粉加工厂里这一季最后一
批红薯粉了。

种红薯后， 姚栋卖过红薯鲜叶、 鲜食红
薯， 都不赚钱。 比如， 请人采红薯鲜叶尖，
一元钱一市斤的采收费用， 一天最多采几十
斤， 收入菲薄还累人。

姚栋很早就意识到， 搞加工才能赚钱。
乡下人能干， 可以将一个红薯想方设法

制作出多种美味 ： 红薯粉 、 红薯干、 红薯
片……从前人们用手工做， 须趁大太阳天，
将沉淀了一天的浆汁挖出， 平铺在大竹筛上
晾晒。 这项工作耗时长， 效率低。 姚栋引进
了先进的种植设备、 加工设备， 不断改进工
艺， 建设晾晒场地， 让红薯粉生产效率百倍
于传统手工操作， 口感却不失传统的纯正，
甚至更佳。

品牌和包装， 也是红薯粉增值的重要因
素。 姚栋成立了公司“创鸿农业”， 又注册

“薯夫妻” 品牌， 请人设计了夫妻俩的卡通形
象， 都戴眼镜， 笑容可掬。 产品包装几经变
更， 摒弃了花花绿绿的乡村审美， 越来越朴
素大气。

静慎村的红薯粉， 原先每市斤卖三元五
元， 现在要卖20元以上。 这些年， 全村有半
数村民跟着姚栋种红薯， 每亩增收数千元。
姚栋免费提供种苗、 免费机械服务、 免费技
术培训， 最后保底收购。

“薯夫妻” 陆续开发了红薯粉、 红薯干、
红薯片、 红薯酸菜、 水果红薯等， 小小一个
工厂， 年产值上千万元。

姚栋还不满足： “浙江那边， 一条丝瓜
都能做成丝瓜面膜， 红薯这么好的东西， 当
然不能仅仅做红薯粉、 红薯干。”

在姚栋的设想里， 红薯还可以做成休闲
食品， 比如红薯小花片、 红薯糖粒子。 他还
打算开设一家红薯主题餐厅， 里面全部是红
薯做的食品： 红薯粉条、 红薯叶、 红薯糕

点、 红薯汁、 红薯甜品、 烤红薯……
现在， 他的加工厂里已经引入了一批新

设备， 准备开一个以制作手工红薯粉为主题
的体验式作坊。

春节里满村红薯香

静慎村尤布冲组， 姚栋家的小楼房高大
宽敞， 屋外山茶灼灼， 室内炉火正旺。 水磨
石地面平滑如镜， 浑圆庞大的金棕色皮沙发
端坐客厅中央， 装修风格是既气派又务实的
农家品位。

临近春节 ， 村里的年轻人都回来了，
“留守青年” 姚栋极高兴， 因为可以撺掇大家
把舞龙灯搞起来。 村里好几条龙呢， 就等着
年轻人回村舞起来。

姚栋如今进进出出都被人称呼“栋总”，
在村里颇有些身份脸面了， 又是村里乡贤理
事会成员， 对村里的公共事务特别热心， 年
前还抽空去村里几家贫困户慰问。

2月4日， 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大年三十的
年夜饭。 做过厨师的姚栋， 自然是家里年夜
饭的主厨。

厨房里有液化气灶和柴火灶两套设备，
这是如今农村厨房“标配”， 平日里用气灶，
过年过节做“大菜” 还是得上柴火灶。 柴火
烧得旺旺的， 气氛好， 炒菜也香。

柴火灶边放着一堆红薯，是孩子们非要从
“种薯”堆里留出来吃的。 这回烧火做饭，便挑
几个放进灶膛边上，边烧火边给红薯翻身。

一群叔叔伯伯家的孩子跑进跑出， 等着
红薯烤熟。 红薯熟了不用招呼， 香气自然会
招来孩子们。 大红薯烤得焦黄， 烫得左手右
手互相倒腾也舍不得放下。 掰开来， 黄澄澄
地冒着热气， 馋嘴的孩子“呼哧呼哧” 边吹
气边吃了起来。

姚栋的拿手好菜， 土鸡炖红薯粉条， 照
例是年夜饭主角之一， 红薯粉条吸收了鸡肉
的鲜美， 令人垂涎。 可惜乡下讲究除夕和初
一必须吃大鱼， 不能吃小嫩子鱼， 因此酸红
薯叶子煮嫩子鱼不能上桌， 否则也是一道受
青睐的美味。

主厨姚栋谨守着这些“老规矩”， 年年做
一桌丰盛又寓意吉祥的年夜饭。

一顿年夜饭， 吃得数小时， 大家喝着酒，
互致祝福。

吃过饭， 姚栋带着一大帮孩子， 携带鞭
炮、 纸钱、 蜡烛去“送灯” 祭祖。 这一流传
了千百年的仪式， 自他小时候起从未间断。
这让他安心， 让他更清楚地感到根之所在。

姚栋家留有七本族谱，写明了东城姚姓的
来路，一方姚姓在此已繁衍15代。“紧也莫怕，
松也莫乱。 ”姚姓老祖宗留下的几句家训，姚栋
觉得讲得特别好，如今太平年代、昌明盛世，只
要安安稳稳、勤勤勉勉，就有好日子过，最要紧
的是自己莫“乱搞”、莫懒惰。

心存敬畏， 不忘根本， 他是要在农村深
深扎根下去的。

春节里， 家家户户都烧柴火， 红薯就放
在柴火边烤。 窨过的红薯特别甜， 整个村子
弥漫着薯香。

种红薯的“新农民”

姚栋的红薯种苗基地,专职农技员手
推机器翻土。 文莎 摄

种红薯的“新农民”姚栋。

周刊·特刊

刘斌 （中）和泊头村村民一起过年。梁

文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