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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一位湖南小伙怀揣梦想到新疆
开湘菜馆，干出了一番事业。他注册
了“福满我家”公司及品牌，在乌鲁
木齐开了7家湘菜馆，在新疆各地有
10多家加盟店，乌鲁木齐有50多家
湘菜馆与他“沾亲带故”。 高中没毕
业的他到清华大学上了两年MBA
课程，眼界大开，管理经验和思想境
界有了很大的飞跃。

儿女从新疆回来过年了

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
晶鑫村。 一辆辆小车急切而又欢快地满载年货，奔
向一栋栋楼房，去赶那一年中最隆重的年夜饭。

戴亮富家的四层别墅高高雄踞在县道旁的山
坡上，俯瞰绿意点点的空旷田野，“欢度佳节”的大
红灯笼一挂，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他远在新疆的儿
子一家回来过年了。

不仅儿子回来了， 两个女儿也从新疆回来了。
戴亮富家的年夜饭就与别家不同， 整鸡、 整鱼、肘
子、扣肉等传统湘味与手抓饭、烤羊肉串、拌面等新
疆风味和谐混搭，三文鱼、香辣蟹等时尚菜画龙点
睛。 屋里装了地暖，暖意融融。 璀璨的水晶吊灯下，
四世同堂。 一大家子团团圆圆，围着戴亮富90岁的
老母亲，争说狗年的趣事和猪年的期盼，欢声笑语
不断。 宽大的客厅里，大大的真皮沙发正对着超大
的电视机， 频道早调到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荧
屏内外都在红红火火过大年。

69岁的戴亮富年夜饭上喝了两杯虫草泡的茅
台酒，然后和儿子下了一盘象棋。别墅外，15岁的大
孙子和3岁的小孙子放起了烟花， 一朵朵在天空炸
开的七彩花儿， 照亮了整座别墅和庭院里的花木，
宛如童话里的城堡。 戴亮富有些醉了。

这些年，金鑫村变了样。 路修好了，路灯亮了。
垃圾站一建， 处处山清水秀，干
净整洁。人们茶余饭后健身跳广
场舞， 三病两痛去村卫生室，个
个心情舒畅， 过得不比城里人
差。但还是有人羡慕戴亮富老两
口如候鸟一般，“五一”飞到新疆
去住， 三伏天吹着凉风，“十一”
飞回来，天冷在家烤着地暖。 老
两口北京、上海、海南、西安、银
川， 大半个中国都逛了个遍，虽
然戴亮富抱怨逛上海世博会58
元只吃了一碗光头粉，可他老母
亲平生头一回坐飞机就去了吐
鲁番， 在葡萄架下吃了葡萄，看
了《西游记》里的火焰山，照片上
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倒回去30年，村里可没人羡
慕戴亮富。 他有哮喘，干不了田
里的重活， 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家里没劳力，就靠妻子一个人撑
着。为给唯一的儿子在附近说个
媳妇， 好不容易积攒了三五万
元，在1993年建了一栋外贴白瓷
片的两层楼，里面空空荡荡。

一把火烧旺了生意

除夕要守岁。 客厅里，儿媳
刘辉忙着洗水果抓糖果招呼大
家吃；儿子戴建林接到来自新疆
的电话，他在乌鲁木齐的七家饭
店年夜饭全部爆满， 装满腊肉、
肘子、刁子鱼等十余样湘味的春
节礼盒上了200户人家的除夕
餐桌。 倒回去20年，戴亮富想不
到会有一个200公里外益阳南
县的能干儿媳妇，更想不到儿子会在三四千公里外
的新疆干出一番事业。

1994年，高中没毕业的戴建林无心向学，见两
个姐姐都到长沙打工了，1976年出生的他也想出去
挣钱。 但城里的工作并不好找，他先在坪塘水泥厂
搬了一年多水泥，1995年秋天总算进了长沙城，在
黄土岭七里庙一家对外承包的厂办食堂里当学徒，
这是他第一次新奇地看到师傅把鱿鱼切成了花。师
傅每月给他20元钱零用，从洗碗洗菜干杂活到切菜
刀工再到上灶炒菜，戴建林学了4个月。 1996年初，
戴建林因勤快踏实，应聘上了长沙二马路一家饭店
的夜市厨师， 每月工资涨到500元， 每天上午睡到
11点，晚上干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 5个月后，夜市
上的菜都会炒了，戴建林由朋友介绍，跳槽到了留
芳宾馆旁的亚细亚酒店， 月工资900元。 没有人知
道，此时的戴建林心中有了一个梦想：像传说中燕
山街的某个大师傅那样， 当一个月工资3000元的
主厨。

机会在1997年夏天就来了。二马路夜市老板的
朋友在新疆开了一家湘菜馆， 想在长沙请个厨师，
开价月工资3000元， 但好多人都因新疆离家远而
不去，没想到戴建林一口应承。 21岁的戴建林第一
次坐飞机到了乌鲁木齐，看到城市楼高路宽，并非
阿凡提倒骑毛驴的荒凉之地， 才敢打电话告诉父

母。唯一的儿子跑到了天边，且先斩后奏，他母亲在
电话里狠狠哭了一场。

把菜做好是厨师的本分。戴建林当大厨的幸福
美食总汇，吸引了醴陵在乌鲁木齐做瓷器外贸生意
的喻老板经常光顾。 1999年，喻老板自己开了一家
湘菜汇，把戴建林挖过去了。虽然地处偏僻，但戴建
林的红烧肉、剁椒鱼头、板栗焖鸡、干笋炖墨鱼名声
在外，慕名而来的食客来晚点就抢不到餐桌。此时，
戴建林的月工资涨到了4000元。 他在长沙亚细亚
酒店遇见的服务员刘辉也同来店里当了前厅经理，
2002年12月， 感情水到渠成的两人回湘热热闹闹
办了婚礼。

2002年，戴建林在新疆认识了刀郎。 乌鲁木齐
的大街小巷都飘着他的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
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而戴建林人生第一个
自己当老板的湘菜馆比想象的来得更早一些。2003
年农历正月初八，在戴建林27岁生日那天，他投资
10万元，100平方米的“我家酒堡”开张了。 开张才
六天，厨房就着了火，小两口欲哭无泪，东拼西凑，
粉刷一新再营业。 谁知这把火烧旺了生意，因定位
家庭，口味好，价格实惠，服务热情，“我家酒堡”越
来越红火。2004年，有人找上门来开了两家加盟店，
年底大雪纷飞的一天，又开了第一家分店。 同一年，
戴建林在乌鲁木齐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二手房，
大儿子也出生了，一家人在新疆总算安居乐业。

生意太红火，有人嫉恨。 楼上同开餐厅的房东
时不时给戴建林停水断电， 他只好挪到旁边800平
方米的地方，被逼做大。 这时的戴建林有了品牌意
识，2006年，他注册了一家“福满我家”的公司，稳打
稳扎，至2018年，“福满我家”在乌鲁木齐开了7家湘
菜馆，在库尔勒、昌吉、额敏等地有了上10家加盟
店，2000平方米的“福满我家”旗舰店更是吸引新
疆许多餐饮业老板前来取经。戴建林在新疆的家也
换成了200平方米的复式楼。

湘菜馆福满新疆

农历正月初一起，戴亮富的别墅院子里天天有
舞龙舞狮队猪年送福，也不断有湘A湘B湘C等牌照
的小车开进来，都是儿子戴建林的朋友，春节聚会
兼商讨在新疆的发展。

事业要发展， 最关键是人。 戴建林最开始在

新疆开店， 把自己父母、 姐姐、 姐夫及妻子的兄
弟姐妹都请去帮忙， 后来， 又把自己的同乡、 同
学、 朋友请过去。 如此开枝散叶， 现在乌鲁木齐
有50多家湘菜馆与戴建林“沾亲带故”。 水涨船
高， 戴建林意识到需要吸纳更高端的人才。 2013
年， 高中没毕业的他到清华大学上了两年MBA课
程， 结交了许多其他行业的精英， 眼界大开， 管
理经验和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飞跃。 现在， 戴建
林直接经营的七家店就有三四百名员工， 他还要
开一家物流配送中心。

不只是福满我家，他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还有对
社会对员工的责任。 这些年因人工等各种成本激
增，餐饮业利润越来越薄。 他只有靠把准餐饮业的
方向、科学管理降低成本来坚守和发展。 随着人们
从过去的讲究口味到现在崇尚健康营养，戴建林的

“福满我家” 用矿泉水煮五常米， 油是纯正的菜籽
油、茶籽油、橄榄油。 原材料过去是姐夫从湖南发
货，父亲在乌鲁木齐一家家店送，现在是从全国各
原产地采购，如红菜薹从湖北洪山、菌子从云南、藕
从洞庭湖飞来。

猪年正月初三，虽天寒雨冷，但春意已上枝头。
戴建林急着去株洲考察人才。 他是一个不喜张扬的
人，心里早计划好了，眼看新疆长治久安，等人才储
备好了，他要把“福满我家”分店开到南疆和北疆去。

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远山如黛， 青峰妩媚， 笑意盈盈。
2月6日， 农历正月初二。 立春后的第三天， 艳阳高

照， 碧空万里， 春节期间难得的一个好天气。 当结束一天
的十八洞走访， 驱车踏上归程时， 我心中是满满当当的兴
奋和感动， 忘不了那山， 那水， 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不打 “洋工” 当支书

花垣县十八洞村平均海拔700米， 属高山岩溶地貌，
为纯苗族居住区， 辖梨子、 当戎、 飞虫、 竹子4个自然寨，
6个村民小组， 共240户946人， 人均耕地0.83亩， 是一个
典型的苗族聚居贫困村。

老村部位于4个寨子的交会处， 现已改建成既有民族
风格又兼具现代感的游客中心。 新村部在犁子寨的入口
处， 村部左前偏下方， 新修了一个停车场。 这天人多车
多，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车牌， 有湘、 苏、 粤、 贵、 皖、 渝
等10多个省市的。

村支书龙书伍中等身材， 朴实憨厚， 身穿一件红色的
冲锋服， 热情地和我握手。 这是个有故事的人， 来之前就
听说了他放弃在阿联酋迪拜打“洋工” 的高收入， 返乡创
业并于2017年1月当选了村支书。

上世纪80年代， 龙书伍曾到吉首上过高中， 属于当地
少有的文化人。 高中毕业后， 在村里当过会计， 后来到浙
江打工， 再后来， 出国打起了“洋工”， 每年收入有15万
元， 是他现在当村支书收入的5倍。

“收入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你当初是怎么想的？” 我
单刀直入地发问。

他遥指着前方的那条路说道： “我到吉首读书时， 那
时不通大路， 走的全是山路。 这条路的前身是一条岩头泥
巴垒起的村级路。 那是1998年到2001年我当村干部时， 和
村民们一起一铲子一锄头挖出来的。 当时我一年才挣500
块钱， 不得已， 为了生计出去打工。 现在十八洞迎来了发
展的春天， 我想将外面学到的理念和技术带回来建设家
乡。”

“原先在厂里打工钱虽然多， 但人像个机械， 只管做
事。 现在回到家乡， 脑壳要想事， 责任也大， 每天有做不
完的事， 但人很充实， 有成就感幸福感归属感。”

幸福人家真幸福

从新村部出来， 我顺着人群往梨子寨方向步行。 一路
上， 人流如织， 坪坝里， 有卖油粑粑、 灯盏窝的， 有烤火
腿肠、 玉米棒的， 有拉琴唱戏的， 欢笑声不绝于耳。

75岁的退休教师杨东仕和老伴龙冬姐正坐在自家的幸
福人家酒坊里， 向前来买酒的几个外地游客介绍着自己的
糯米酒和包谷烧。 酒坊用苗家的蓝色印花布作主体装饰，
极具民族特色。

这个地方原来是杨家放杂物的茅房， 后来改建成了酒
坊。 酒坊对面是正屋， 大门两侧挂着一副红底金字的对
联： 共产党领导福泽万代， 习主席握手温暖人心。 横批
是： 幸福人家。

对联的由来有一个故事。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十八洞视察那天， 习总书记一行正由下往上走， 碰上
准备出门的杨东仕。 杨东仕认出了习总书记， 不敢相信，
一下子呆住了。 习总书记主动走上前， 和杨东仕握了手，
并亲切交谈。

晚上， 杨东仕激动得辗转反侧， 无法入眠， 第二天一
早， 就写下了这副对联。

幸福的又何止杨老师一家？ 据龙书伍介绍， 梨子寨共
有28户人家， 开了10家农家乐。

“今年游客多， 生意好， 寨子里比花垣街上还热闹。”
“爱在拉萨” 饭庄主人杨秀富忙得很开心。

“感谢党， 感谢习总书记！” 80多岁的施成付老人穿
着蓝色加绒棉衣， 头戴鸭舌帽， 兜里揣着一个智能手机，
正在村里四处转悠。 提到如今的日子， 他笑得合不拢嘴，
脱口而出的是心中最真切的感恩。

施成付家住在梨子寨的最高处， 风光好， 视野开阔。
当初穷得“上个厕所还要打把伞”“开座谈会家里凑不齐5
条凳子”， 现在厨厕改造一新， 屋前坪的泥巴地铺上了青
石板， 并取了个名字叫做“感恩坪”。 儿子和媳妇开了一
个“巧媳妇” 农家乐， 一年收入保守估计也有二三十万
元。

脱贫又脱单

在村里，施六金和龙先兰可谓是一对“难兄难弟”。 因为
贫困，三四十岁还打单身。 如今，两人相继脱贫又脱单。

施六金的家在梨子寨山脚下， 父亲去世了， 他和老母
亲相依为命。 在“村民思想道德星级评比” 中， 施六金一
开始被评为两星。 他感到脸上挂不住， 当天晚上就将“牌
牌” 扯下来了。

在村支部和扶贫队的帮助下，施六金搞农家乐卖酒，又
参加了村里的猕猴桃产业开发。 去年，他如愿当上了新郎，
门上也换成了“四星牌牌”。 紧挨着老屋，一栋两层楼的新房
已拔地而起。 虽然还没有完工，墙没砌砖没封，但屋架子已
全搭好，瓦也盖好了，比旧屋又高又大又气派。

“新屋建好后， 准备扩大农家乐的规模。” 施六金语
气中抑制不住兴奋和憧憬。

走出梨子寨， 穿过一条约800米新修的石道长廊， 就
来到了竹子寨。 贫困孤儿龙先兰就住在这里， 村里开展

“五兴” 互助基层治理新模式， 他和村支书龙书伍结成互
助对子。 龙书伍帮助他贷款5万元养殖蜜蜂。 从4箱、 14
箱， 一直到100箱。 龙先兰的甜蜜事业越做越大， 不仅致
富了， 还娶了个漂亮媳妇， 日子过得比蜜还甜。

妈妈回家了

贫困曾像一把枷锁， 锁住了村民的笑容和希望。 65岁
的老村支书石顺莲是由外寨嫁过来的， 对当初的苦日子记
忆犹新。

“我是1976年嫁来的， 当年11月大姑子生了个儿子，
坐月子时连红糖水都没得吃。”

石顺莲勤劳善良能干， 是当地有名的女能人。 年轻时
学过接生技术， 当过村妇女主任。 几年前， 年纪大了， 卸
任了村支书， 依然闲不下来。 她在家里成立苗绣合作社，
搞苗绣培训， 带领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创业， 让寨里的苗族
妇女赚钱理家两不误， 得到了村民们的欢迎。

石顺莲的家在飞虫寨。 飞虫寨傍山而建，寨子入口处就是
老村部。 她将家里与堂屋并排的3间房布置成苗绣工坊，走进
她的家，就像走进苗绣展厅。 地上铺着复合木地板，墙上挂着
苗绣的介绍，最右边的房间陈列展示着各种苗绣制品，有提包、
衣服、鞋垫、抱枕、花边等等，种类丰富，琳琅满目。

“我们一共有54个绣娘， 8个是非遗传承人， 与全国4
家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 长期供货。 一般人均每个月可以
赚个一两千块钱， 碰到有大订单的时候， 手脚快的可以拿
到三四千。 现在， 许多妇女都不出去打工了， 就在家里绣
东西赚钱。 小孩子们最高兴， 开心地讲‘妈妈回家了’！”

除了苗绣， 其他产业也在积极发展中。 2018年9月4
日， 204户村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成立了十八洞农旅农民
专业合作社， 因地制宜确定了劳务经济、 特色种植、 特色
养殖、 苗绣、 乡村旅游5大产业， 形成产业扶贫合力， 实
现了从“输血” 到“造血” 的根本转变。 全村人均收入由
2013年的1668元， 增长到2018年的12128元。

人心不再 “贫困” 了

大年初二这天， 花垣县双龙镇镇长麻辉煌也来到了村
里。 十八洞村属双龙镇管辖，麻辉煌对十八洞的情况了如指
掌。

麻辉煌个子敦实， 浓眉大眼， 动作利索， 是个典型的
苗家汉子。 他操着浓重的苗族口音说：“昨天来十八洞参观
的人实在太多了， 估计有2万多人， 堵车， 支书龙书伍带
着人疏通交通， 大家一直忙到晚上6点多才回家。 今天，
我担心他们忙不过来， 专门过来看一下。”

“十八洞变化太大了， 不仅脱贫致富了， 生活也越来
越方便。 现在村里开通了e路通， 实现了‘村民办事不出
村， 最多只跑一次路’ 的目标。 在村部就可以将‘生老病
死’ 等相关事务办好， 比如准生证、 老年证、 医药费报销
已能就近网上办理， 下一步还可以办理身份证， 大大降低
办事成本， 村民们拍手叫好。”

变化的不只是外在， 精准扶贫还激发出了村民们走出
贫困的志向和内生动力， “投入有限、 民力无穷、 自力更
生、 建设家园” 的十八洞精神成为村民的精神食粮， 由

“要我富” 转为“我要富”， 人心不再“贫困” 了。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作为全国精准扶贫首倡地， 十

八洞村演绎的正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故事。

春节的十八洞村是什么样的景象？ 过年的十八洞村人
有着怎样的感受？ 生活的变化是显著的，更重要的变化则
是由“要我富”转为“我要富”，人心不再“贫困”了———

且看今日十八洞村人

▲记者在村里碰到出来散步的施成付
老人， 谈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老人喜笑颜
开。

荩“幸福人家酒坊”的杨东仕和老伴龙
冬姐站在自家大门口，向记者挥手告别。

肖云九 摄

在新疆开湘菜馆

新疆福满我家旗舰店。

周刊·特刊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