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莎士比亚曾在其传奇剧《暴风雨》中说：“凡是过往，皆是序章。”就中国农村大地

而言，2021 年就是一篇伟大的序章——脱贫攻坚业已全面完成，乡村振兴开始扬帆起航。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巨变，村美民富，自然离不开那一个个踏歌前行的践行

者。过往的人仍在坚守，序章书写者已经在路上。回首脱贫攻坚战的波澜壮阔，展望乡村振

兴的美好蓝图，再优美的语言都显苍白，再多的笔墨也难以全面展现。我们只能在“新春走

基层”的道路上撷取一朵朵“浪花”，去追寻那些动人故事，去深刻体会“新时代新农村新征程”
的真正内涵。

河湟大地上的践诺者

——“寻找春天的故事”系列报道之一

张德生 张傲

承诺掷地有声，践诺才能坚定有力。

——题记

放眼历史，海东所在的地域有很多标签：南凉古都、彩陶故里、东方庞贝古城、三河间、河

湟大地……

如果你是一名作家，能把这每一个“海东标签”弄清楚，足够写成一本沉甸甸的著作。

如果你是一个游客，能把这每一个“海东标签”了解透彻，就会在心底刻下难以磨灭的风光片。

然而，千万个海东人，却并未从艺术的角度认真审视脚下的这片土地。因为，他们曾被一个

标签所困，那就是六盘山片区。

六盘山片区横跨宁夏、陕西、甘肃、青海 4 省区，其扶贫开发规划列入国家战略。

也正因如此，海东曾被扣上一顶“贫困地区”的沉重的帽子——所属六个县区中五个为国定贫

困县、一个为省定贫困县！2015 年全市精准识别贫困村 634 个，贫困户 4.8 万户，贫困人

口 17.57万人，分别占全省贫困村的 40%，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30%，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34%，
是全省贫困面积最大、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

如果用上述贫困人口数除以 1.32 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我们还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海

东市，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 13 个以上的贫困人口！

之所以引用这些数据，是想让人们知道海东贫困面之大、贫困程度之深，更想让人们知道，

为了摘掉头上的贫困帽子，为了让新农村踏上新征程，河湟大地上的践诺者付出了怎样的艰

苦卓越的努力！



（小标）青海粉条“进京记”

要不是校领导下了不准离开北京的“死命令”，2021 年的春节，杜鹏恐怕要在青海省海东市

化隆回族自治县的扎巴镇过了。

2020 年的春节，杜鹏就曾把校领导“将了一军”。当时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峻的武汉市已经“封
城”，各地原则上也不再允许人员流动。此时杜鹏偏偏给校领导写下返回青海的“申请书”，
要求立马回到青海投身当地抗疫工作。慎重起见，校领导没有直接答应，而是和结对帮扶单

位海东市化隆县再三沟通，最终才对杜鹏及另一名老师放行。那次能够顺利离京“返岗”，和

王鹏当时的承诺也有关系，他保证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全程自驾走高速，路途上除了加油

不随便停靠。就这么，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王鹏回到扎巴镇，在当地返乡人员集

中隔离点值了几个月的夜班。

那一年，化隆县是青海省防疫最为严峻的一线，该县有数十万“拉面大军”遍布全国各地，而

春节正是他们返乡的高峰。不过，最终该县还是取得了“零疫情”的战绩。

校领导之所以在返回青海的问题上处处“刁难”杜鹏，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杜鹏 2018 年 10 月赴任化隆县扎巴镇知海买村扶贫队员并挂职扎巴镇副镇长时，是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后勤集团办公室主任，身高一米八九的他壮得像头牛，甚至还拿到了国家篮球

二级运动员证。然而，来到青海后，杜鹏得了一种“怪病”。

那是杜鹏来青海不久的事。因为当时村委会办公室正在重修，他和同事王老师只能“借宿”
在村委会主任兰周家。10 月下旬的扎巴镇已经进入严冬季节，温度计的指针显示，晚上最

低温度已在零下 20 摄氏度。睡在没有生火的大炕上，杜鹏辗转反侧，头晕头痛，一开始以

为是海拔 3000 米的高反在折磨他，也就没有在意。不成想，同炕的王老师测过他的血压后

吓了一跳：血压收缩压 180！已属三级高血压！！王老师连夜将他送到海东市人民医院，随

后怕出大问题，又转至青海省人民医院。最终，医生给了他一个结论：高原性高血压。

此后只要来青海，杜鹏的血压就高得吓人，只能每天吃降压药，回到北京后血压就一切正常！

“因为血压的问题，来青海后只打过 5 场球！”杜鹏对此觉得挺遗憾。

2020 年 5 月，杜鹏又大病一场。那一天知海买村开农民合作社成立大会，杜鹏想着可能一

上午就能结束，所以就穿得单薄了一些。不承想，大会一直持续到下午 5 点钟。回到镇上后，

杜鹏就开始发烧，一连四五天高烧到 39 度。实在扛不住，杜鹏再次被送到了青海省人民医

院，确诊为脑病毒感染。随后，学校命令杜鹏火速进京治疗。这一次，校领导班子经过研究，

决定把杜鹏“扣留”在北京。然而，不久后杜鹏就“上书”要求回青海。原来，虽然彼时已经全

面完成脱贫攻坚战任务，但还有“回头看”、验收等工作需要结尾，好多事还在等着杜鹏。

校领导这次就是不松口，这可把杜鹏急坏了，不得不拿出撒手锏：“当时我可是跟学校党委

承诺过的，要保证 100%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白纸黑字，你们领导不能不认账吧？”校领导拗

不过他，只得再次放行。

其实，杜鹏一次次执意返回青海，就是因为这里有他牵挂的乡亲和那些刚有起色的扶贫项目。



其中之一，就有那些“土”得掉渣的洋芋粉条等特色产品。

青沙山是横亘在青海平安和化隆之间的一条昆仑山系支脉，山峰海拔 3037 米且常年积雪，

山下炊烟袅袅，一派壮丽风光。然而，山下的扎巴镇却徒有美丽的“外表”，实则是一个穷乡

僻壤。这是杜鹏对扎巴镇的第一印象。不过，杜鹏很快发现，扎巴镇还是有些拿得出手的东

西，在南滩村就有一个扶贫粉条加工厂。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2020 年 9 月，第一批“南滩

粉条”运抵北京，并被列进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食堂的菜谱。

2020 年“十一”过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师生在学校餐饮中心惊喜地看到，一个扶贫超

市鹤立鸡群般出现在美食档，青稞、藜麦、枸杞、菜籽油等 20 多种青海特产被摆上了货架。

“这些都是知海买村农民合作社在这里铺的货，他们不用派人守摊，线下由学校帮助他们销

售，同时还在线上销售，好的时候一天的销售额有上万元。”对此，杜鹏一再表示，这都不

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全校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啊，杜鹏说得太对了。在脱贫攻坚大潮中，每一位驻村扶贫队员，每一个践诺者，乃至每

一户贫困户的背后，都有着千百万双默默支持的手，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姓名，可我们却不知

道他们叫什么，也无法将他们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对于我们这些时代风云的记录者来说，

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啊！

对于知海买村来说，2021 年注定又是一个新的起点，由杜鹏对接的三方共建养殖项目即将

启动，而随着这些“造血扶贫”产业项目的落地，乡村振兴的大幕正在青沙山下徐徐拉开……

（小标）一场特殊的约定

2021 年 2 月 8 日，距离春节不足三天时间。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办公室里，马

锁安将头深埋在一堆文件中，手中的笔在纸上不断圈圈点点。“不好意思啊！先喝点水，我

这儿有个文件现在必须赶出来。”

提前打电话预约采访时，马锁安就说这几天很忙。开始还以为他是在推脱，因为他一再说应

该多报道报道年轻人，他们比自己优秀，比自己做的工作还要多。进了他的办公室才知道，

他确实很忙，不断有年轻的工作人员拿着文件进来，又拿着文件出去。

不过也好，这让我们有了打量马锁安的时间和机会。这是一张典型的中年男人饱经风霜的脸，

皱纹开始爬上眉梢，头发已经变得稀少。这又是一张刚毅的脸，眼神坚定，倒和他获得的“全
国脱贫攻坚奖”相匹配。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马锁安接通电话，笑容满面地用地道的青海话和对方聊了起来。“是李

发岩打来的，说他们那儿的葱花土鸡今年卖光了，他还要请我去哇麻过年，我哪有时间呦！”
放下电话，马锁安歉意地对我们说。

看到我们一脸疑惑，马锁安补充说：“李发岩是互助土族自治县台子乡哇麻村村民，我现在

的结对帮扶户。”

“没有记错的话，你是 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哇麻村任第一书记、扶贫队队长，离开



这么多年了，村民们还和你有联系？”我们提前准备的采访资料这时派上了用场。

“是啊，村民们隔三差五就约我去村里转转，有时答应了又脱不开身，都爽约好多次了！我

离开村子时，曾和村民们约定，小康之年我一定回村里好好看看。”从马锁安的脸上不难看

出，对于未能兑现之前的约定，他还是有所遗憾。

此时此刻，马锁安所牵挂的哇麻村已是另一番景象，红砖青瓦的民居更能符合其“中国传统

村落”的气质，水泥地坪的乡村广场上，年货大集正在热闹进行，洋芋粉条、土豆、葱花土

鸡等土特产被纷纷装进城里人的各种购物袋。

“老马，村里的葱花土鸡脱销了！”哇麻村现任第一书记徐现成也拨通了马锁安的电话，第一

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山里的十三景、能翻墙的土鸡、农家里的美食……这些在村里存在了多年，却让村民熟视无

睹的资源，在扶贫干部来了之后就‘活’起来了，靠这些我们村一年时间就摘了贫困帽。”哇麻

村党支部老书记朱广寿笑着说。

到哇麻后，马锁安将“能翻墙的土鸡”命名为“葱花土鸡”。这种土鸡在农家确实很平常，谁家

院子里都有几只。它们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主人即便把玉米或者油菜籽晒到房顶上，也

难逃被它们啄食的命运——对这些土鸡来说，翻越三米多的高墙只不过是小菜一碟。更为奇

特的是，这些土鸡羽毛形似葱花，惹人怜爱。

葱花土鸡是马锁安到哇麻后打出的第一张产业脱贫牌。两年间，他陆续从农牧、林业等部门

争取落实种养殖等产业发展项目 10 个，引导 60 户贫困户大力发展以养殖肉牛、土猪、土鸡

和种植当归、长白葱为主的特色种养殖产业，改变了农户靠传统种植和家畜养殖维持生计的

单一产业结构。

哇麻村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因为有着绿度母（藏传佛教中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的美丽传说，

村内的抓什德寺在西藏及青海、甘肃、四川藏区声名赫赫，甚至连印度、尼泊尔的信众也会

前来朝拜。

“哇麻”系藏族，意为“高台”的意思。哇麻村就坐落于一个名为“寺沟滩”的台地上，毗邻一片

原始森林，不远处就是小有名气的南门峡。

登临山顶，望着互助县城参差的楼房，“嗅”着充满哇麻人文气息的清新空气，马锁安又有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在这里建景区搞乡村旅游。

如同刚开始搞葱花土鸡养殖一样，这次的质疑声依然不小。马锁安回忆，当时就连村干部也

接连问他：“能有人来吗？”

“这座山像不像一条龙？那座像不像拜寿的神龟？”经过马锁安的一番“指点江山”，龙头山景

区的 13 处美景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

朱吉兴是哇麻村发展乡村旅游业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20 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但他家的农家乐还是妥妥地挣到了 20 万元。

“四处打工的日子不好过。”朱吉兴说，自己曾是一名民办教师，因收入实在太低后来辞了职。

“就是他了！”要想发展乡村旅游业，就必须有接待点，朱吉兴毕竟肚子里有墨水，更容易接

受这新鲜事物。于是，在马锁安的协调下，朱吉兴家的小院变了样，哇麻村第一家农家乐就

此诞生。如今，哇麻村已经有了 10 多家农家乐，力邀马锁安去哇麻过年的李发岩如今也是

其中之一。有景有情怀，哇麻村由此接连获得“国家森林乡村”“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桂冠，

两年时间累计接待游客达 10 余万人次。

两年半的时间无论放在历史长河还是人生旅程中，都不过转瞬即逝。但在马锁安看来，在哇

麻的两年半时间，才是他激情燃烧的岁月。至于他为村美民富所付出的心血，我们所能记录

下来的，不过是沧海一粟，倒是哇麻的村民们，聊起“马书记”的故事永远都说不完，他们已

将马锁安的名字和村落的兴衰史关联在了一起。

“我没有理由不去践行自己的诺言。”从海东市乐都区芦花乡王家湾贫困村庄走来的马锁安，

去年专程回了一趟老家，在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奋斗下，他的父老乡亲们通过异地搬迁扶

贫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哇麻人也是我的父老乡亲，今年我再次和哇麻人约定，我一定

会常‘回家’看看的！”

（小标）姐妹们，绣起来！

2021 年的春晚，苏晓莉看得格外投入。她其实是被一个细节所吸引，那就是主持人李思思、

龙洋、张韬等人特别定制的服装上，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刺绣的元素。

这是个好兆头！坐在电视机前的苏晓莉联想到自己 2020 年参加的 4 场国际时装走秀赛场，

刺有青海土族盘绣等图案的时装在北京、上海、深圳、虎门闪亮登场，吸引眼球无数。

“男装也可以融入刺绣元素，你看这款西装，今年 3 月份就能上市。”苏晓莉打开手机图库，

指着西装领口上的刺绣图案说：“这是青海湖的鸟儿，绣在了西装上。”

“青海绣，秀青海！”虽然中国“四大名绣”中没有“青绣”的名字，但青海省委省政府打造的“青
绣”文化产业，已经将 30 万青海“绣娘”的心连在了一起，成为继“青海拉面”之后的又一个特

色脱贫产业。苏晓莉的助理彭春梅虽然 2016 年才来到青海，却对“青绣”文化产业有着深刻

的认知，也对苏晓莉即将在海东市河湟新区打造的“青绣”产业园充满憧憬。

“春节过后有望挂牌，这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还要打造‘青绣’小镇和‘青绣’总
部基地，形成‘青绣’产业链条，让我的穷姐妹们全都变成富姐妹。”苏晓莉一脸真诚地说。

苏晓莉的这番话让我们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要知道，采访前我们还是对她做了一番“功课”
的，她头上的光环和头衔实在太多了：青海省海东市人大代表、青海省刺绣行业协会会长、

发展中国家联盟企业理事、全国职业高级非遗（刺绣）抟艺传承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杰出人物、青海省致富带头人、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最主要的，她还是一个成功的商

人，使我们不得不有这样的疑问：她还是那个淳朴的农村姑娘吗？她还能践行自己的诺言



吗？

看来，是我们想多了！

言谈中苏晓莉坦承，最开始她投身“青绣”文化产业时，确实是为了挣钱，可是后来发生的一

切，改变了她的想法。

每当回忆起童年生活，苏晓莉总忘不了那双黄胶鞋。在她的记忆中，那双黄胶鞋的“前脸”
已经磨出了大窟窿，她的脚趾就从那些窟窿里探出“头”来。毕竟是女孩子，只要家里来了客

人，她总是想办法把露出来的脚趾头藏起来。“现在真后悔没把那双黄胶鞋珍藏起来！”

苏晓莉家共有 6 个兄弟姐妹，她排行居中，当时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微薄工

资收入。小时候兄弟姐妹都有学上，唯独留下苏晓莉在互助县丹麻镇新添堡的山沟里，帮着

母亲干农活。一直到 1984 年苏晓莉 13 岁时，她才背起书包坐在了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苏

晓莉自然格外珍惜这次上学的机会，在父亲的亲自辅导下，接连“三级跳”，顺利地上到了高

二。这一年，哥哥、姐姐、妹妹全部考入大学，虽然考的都是“师范生”，但家里的负担依然

很重。就这么，苏晓莉做出了一生中自己的第一个决定：放弃考大学，选择招工。

此后，苏晓莉所走的路曲折而又富有传奇色彩：在水泥厂生产一线，她和一帮大老爷一起上

料；在工厂遭遇困难濒临停产时，她用水泥换来了厂里急需的机械配件；下岗后，她用过人

的胆识盘下互助县城黄金地段租金最贵的店铺，迎来了自己商业版图的 10 余年黄金时间……

苏晓莉和刺绣结缘也算是一段佳话。2012 年网购兴起，苏晓莉关掉经营了 12 年的服装实体

店。她先是给自己放了一个假，报了一个“欧洲八国游”的旅行团。当抵达法国巴黎时，她才

想起来这里有自己的一位朋友，想去看望却不知送什么好。正当她在机场一筹莫展时，一位

互助同乡整理行李箱时放在地上的土族刺绣鞋垫和针线包让她眼前一亮。没成想，回国后巴

黎的那位朋友打来越洋电话，让苏晓莉再寄两双土族刺绣鞋垫过去。办理完国际邮件，苏晓

莉心疼得不得了。她并不是心疼那两双鞋垫——在农村这种鞋垫根本不值钱，她是在心疼邮

费，190 多块啊，太贵了！不过，苏晓莉却从中看到了一个商机：既然这些民间手工品有人

要，这个买卖可以做。

经过前往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旅游市场实地考察后，苏晓莉开始不断往农户家里跑，她要

让那些土族阿姑按照她提供的图样刺绣，由她来回收，然后她再加工成旅游商品销售。120
个村 1000 余户跑下来，苏晓莉的内心彻底崩溃了。这并非因为“绣娘们”对她的不信任，而

是她们生活的窘迫深深地刺痛了苏晓莉的心。“绣娘”是现在人们对她们的美称，更通俗地说，

她们就是农村妇女。她们在少女时代也有过对生活美好的遐想，就如同苏晓莉当年在山上放

骡子时所思所想的一样，但是命运却是如此不公，10 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她们仍旧被囿于

土墙院落里，只不过换了一个人家、换了一种身份依旧在破旧的农舍里操劳。

在东沟乡大庄村，米金花给苏晓莉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米金花所绣的“太阳花”（土族盘绣

标志性绣品）非常细腻，色彩搭配最为舒适，美得令人陶醉。但是你看看她的手，却像树皮

一样粗糙，她的年龄比苏晓莉只不过大三五岁，却早已老态龙钟。再看看米金花的家，又是

那么破败不堪。“江南的绣娘无不是纤纤细指，无不风情万种，我们的绣娘怎么能是这个样

子？”苏晓莉由此暗下决心，一定要带领这些穷姐妹走上富裕之路！



很快，米金花成为苏晓莉公司培养出来的一名业务骨干，家里早早就脱了贫。然而，天有不

测风云，米金花的丈夫突发脑溢血，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不仅丧失了劳动能力，还让家

里欠下十几万元的外债。看到米金花家因病返贫，苏晓莉一个大胆的想法电光一样闪现在脑

海里：在大庄村给米金花办一个扶贫车间，这样她既可以照顾丈夫又能挣更多的钱。没出一

个月，一个扶贫车间在大庄村建成，交由米金花全权打理。车间启动那天，苏晓莉对米金花

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招工时，紧着贫困户优先，不能自己富了忘了别人。米金花的扶贫车间

成立后，苏晓莉派出骨干给村民们免费技术培训，免费提供原材料，使她的车间迅速进入了

赢利状态。当年米金花就挣了 3 万多元，成了村里的脱贫致富带头人。

像这样和苏晓莉相关联的故事，在全国唯一土族自治县互助的乡村，还有很多很多。

苏晓莉爱笑，并且笑起来非常甜美，即便在开拓市场中历经了千辛万苦，也没能让她有所改

变。也许是在商海沉浮久了，苏晓莉对数字非常敏感，她的脑子里储存了大量数据。在这些

数据中，她最在乎的是这么一组数字：她和互助县 4000 余户农户签有订单，带动 7000 多人

从事刺绣加工；她探索的“企业+基地+农户+能人+市场”的“青绣”生产销售经营模式，已让海

东市 1.5 万人受益。

“这不是最终数字，而是一个不断在刷新高的数字。”想到这里，自信的笑容再次绽放在苏晓

莉的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