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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版

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在作
《三国志》时，将跟随刘备建立
蜀汉政权的关羽、张飞、马超、
黄忠 、赵云这五位将军合为一
传，人称五虎将。历史小说里
五 虎 将 也 被 大 量 应 用 ，《水 浒
传》中，关胜、林冲、秦明、呼延

灼、董平为梁山五虎将；隋唐小
说中，单雄信、王伯当、王君可、
谢映登、罗成为瓦岗五虎；《大
明英烈传》中，徐达、汤和、常遇

春、胡大海、沐英为明朝开国五
虎将……

这里要说的五虎将，不是那
些过往的历史人物，更不是小

说虚妄的演绎，而是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战斗在
扶贫第一线的五位驻村扶贫队
长。他们驰骋在没有硝烟的疆
场，同样是斩关夺隘，同样是大
放异彩。让我们走近五虎将，
去领略他们那份滚烫的情怀。

楔 子

数字是枯燥的，也最能说明问题。2016年
以来，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共支付扶贫资金
615万元，其中集团公司拨付扶贫资金420万；对
口帮扶的集团公司机关部委办和基层单位80万
元；帮扶干部结对帮扶45万元；集团公司铜冠助
学、各单位金秋助学（贫困户子女上大学3000、
高中 1000、小学 500）等 32 万元；帮助贫困户销
售各类农副产品百余吨，折合金额38万元。预
计到今年年底，仅仅这五个村脱贫户数达 428
户，占总贫困户的85%。到2020年年底，脱贫攻
坚这一仗只能打赢打好，没有任何退路和弹
性。驻村队长在与时间赛跑。

有人对驻村工作队队长有过这样的评价，
说他们是扶贫政策的宣传员，扶贫一线的战斗
员，贫困户的服务员，对口扶贫的资料员。也有
人私底下说他们就是村里的打字员、值班员、保
洁员、接待员。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扶贫战线
上威风凛凛的猛虎！青眼虎的青眼流盼也好，
俊靓虎的漂亮业绩也罢，还有乐天虎的智慧、下
山虎的专注、文静虎的深思，无论哪一种身份，
哪一种评价，哪只猛虎，都对得起自己的称谓：
共产党员！正是有了这份责任，这份担当，钱铺
镇扶贫工作云蒸霞蔚，有声有色……

沈成武

结 语

有必要回望五虎将被选中的原因，应该说
他们是个挑个选出来的。

彭云开，1988年7月毕业北方工业大学工
业管理工程专业，先后在公司机关从事项目前
期管理、综合计划、政策研究和改革改制等工
作，这次接地气的选派是一次彻彻底底的沉底，
让他驻守唯一的贫困村，就是发挥他政策研究
的特长，为贫困户脱贫、贫困村出列压担子。

冬瓜山铜矿的徐文斐，以出色的表现，工作
三四年就得到提拔和重用，他需要的是淬炼；铜
冠房地产公司的徐建波曾经下放在青阳，当过
农民，教过书，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当时是
驻村队长的较好人选；矿产资源中心的何宏杰，
地质高级工程师，把他安排在井边村是因为井
边矿曾经是公司下属的矿山，希望他在资源的
再开发上为脱贫工作另辟蹊径；铜冠物流的章
红海作为第二任队长的走马上任，是组织对他
的考察考验。他们在各自岗位上本身就是一员
虎将，为了一个共同的扶贫目标，他们走到了一
起，五虎抱团，势不可挡！

然而，他们虽然是虎将，可也不是铁打的。
徐建波脑缺氧，住过两次院。2017年下大雪走

访贫困户摔倒了，他扎着绑带工作；彭云开腰椎
间盘突出，治疗了两个星期，没有彻底好就过来
了，左腿常常发麻，他却说，亏的不是右腿，开不
了车就麻烦了。何宏杰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常
年吃药来控制。章红海接到扶贫任务的时候，
儿子刚上初三，他让在商场打工的妻子辞职照
看孩子，义无反顾到黄岗报到。徐文斐结婚一
年，孩子才满月就来了。身体、家事与扶贫工作
孰轻孰重他们分得清、看得明、拿得起、放得下。

白天繁忙的工作，繁重的任务，繁琐的事
情，他们如受压的弹簧，身心一直紧绷着。到了
夜晚，他们要与漫长的孤独作战，与绵长的亲情
遥望。鹿狮村头的一句标语他们常常在心中默
念：但求实绩，莫问前程。他们是虎将，更是有
血有肉有着丰富情感的人。

保护好身体，这是扶贫的本钱。黄岗村前
任张敏队长的事情给他们启发，他们自我调剂，
每个月他们聚餐两次，将军街只有两个小餐馆，
他们在这里谈笑风生，把苦闷、忧虑、彷徨统统
埋在心底，以勃发的姿态迎接新一天的旭日。

高调地赞誉他们是扶贫战线最可爱的人也
不为过吧。

最可爱的人

脱贫攻坚之战是一项重要的国策，各方齐心
协力，玉汝于成，眼瞅着贫困户的日子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反过来，这些扶贫驻村队长的生活又是
怎样的呢？

2016年4月8日，在市里开完动员会，驻村队
长纷纷准备行囊，他们带足了换洗衣服，牙刷牙
膏、拖鞋、甚至卫生纸。他们知道，此行不是观光
旅游，不是开会考察，更不是去走亲戚。尽管做了
充足的准备，来到钱铺，来到他们的驻村，还是傻
了眼。

先看吃的，驻村队长的中餐是和村干部一道
吃的，各村的菜都差不多，都是一个半荤菜，四五
个素菜。一个荤菜是红烧鱼，斤把左右；半个荤菜
是汤，因为里面有零星一点肉末。其余的就是时
蔬，地里有什么吃什么，一色的纯素，冬瓜、丝条、
胡萝卜、土豆……村里吃饭的人很多，除了村干
部，来办事的村民、谈合同的伙伴，到了饭点，都围
坐在桌边，七八个是这样，十五六个人也是这样，
实在坐不下，就在旁边站着。在城里待惯了的人，
吃个一两餐，觉得新鲜、开胃。一个月下来，回家
吃饭就像是饿了两三天的人。

早餐和晚餐，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挑
战。章红海的早晚餐，村里安排在60多岁的钱华
美家，早餐就是一碗稀饭，晚上是面条。他的碗里
还有一个煎鸡蛋，老人的碗里没有，他吃不下去，
常常自己在镇里吃。南岭村离钱铺镇不远，彭云
开的早餐固定的一碗稀饭三块钱煎饺，晚上在镇
里的食堂搭伙，八元钱一餐。虎栈的徐文斐、鹿狮
的徐建波、井边的何宏杰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村里
没有安排，小卖铺的食品不敢多吃，吃方便面就成
了他们早晚餐最亲密的伙伴，能和方便面亲密到
闻着就胃痉挛也是一种境界。随后是茶干、面包、
咸鸭蛋……凡是能果腹的便捷食品在他们长期品
咂下都味同嚼蜡，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修为。

再看看住，南岭村是个贫困村，村书记的办公
室只有十四五个平米，被隔成里外两个部分，村书
记在外面办公，彭云开和县林业局的扶贫干部合
住在后半间。两张床挤在一起，床头横着一张办
公桌，坐在椅子上写个材料做个报表，身材高大的
彭云开腿都伸不直。驻村三年，他就一直这样

“窝”着办公。去年才在村支书的办公室那半边安
了空调。洗漱在卫生间里，地面一层厚厚的灰尘，
马桶里积着黑色的污垢，电热水器放出来的水一

股土腥气。要洗澡，得热冷两个水龙头一起开，下
面放一盆，人须蹲着操作，换洗的衣服只能挂在卫
生间走廊的梯子上晾晒。卫生间的门锁还是坏
的，好在夜晚村部院门是锁着的。

何宏杰住在七十年代的小平房，七八平米的
空间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很重的霉味充斥整个
房间，叫人不敢深呼吸。前几天一场不大的雨，走
廊的天花板脱落一大块，差点砸到拎水回房子里
冲澡的何宏杰。村部有一个旱厕，何宏杰每上一
趟厕所，都有几个红肿的小包的收获。他的腿上
斑斑点点，不敢穿短裤，用他的话说，怕死人的。
徐建波的住处还算整洁，但很狭小。以前洗澡就
在院子里用水擦一擦，后来院子开了条马路，他不
敢在马路边上脱下汗酸的衣服，想洗澡，只有回
家。徐文斐住的三楼没有隔热层，夏天是蒸笼，冬
天是冰窖。他常调侃自己有金刚不坏之躯，能经
受得住冰火两重天的考验。章红海的斗室就在马
路边上，饱餐了汽车尾气不说，每晚车声隆隆，让
喜静的他倍受历练。

说到行，他们每个人都练就了一副铁脚板，走
访、慰问、考察、摸底，村里的沟沟坎坎都被他们用
脚丈量过。以前他们都有徒步习惯，现在工作锻
炼一锅烩了。雨伞、胶鞋、手电筒是他们驻村的三
件必备品。至于私车公用，已是不成文的规定。
可在村里开车不比城里，2016年6月30日发大
水，枞阳县城都淹了，乡村更是一片汪洋，他们要
去看望贫困户，在齐膝的水里，把车子开得和轮船
一样。2018年元月24日，何宏杰开车，捎带了徐
文斐、徐建波回城，那天大雪封山，路过赤峰岭的
时候，前面两辆车开不上去，他们帮着人家推了上
去，自己的车子开了几次没有上去，他们当作做好
了在雪地里过夜的打算。好在上天还是眷顾他们
的，回到家，他们都是一身冷汗。

出行有保障，吃住有着落，病累可休息，是对
驻村队长的基本保障，他们没有时间逐条核对，心
思都用在为贫困户两不愁（吃饭穿衣）三保障（医
疗、住房、安全）上面了。他们忘不了，临行时那些
期待的眼神，寄予厚望的话语，还有久久不愿分开
紧握着手……他们也记得有人调侃，你们下去是
吃本的，吸的新鲜的。可是大锅饭再好吃，他们没
有一个人是长胖的。村里给他们的馈赠，不是一
罐蜜糖，是一杯略带苦涩的茶，他们反馈的却是一
腔热忱和赤胆忠心！

生活的馈赠

黄岗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是铜冠物流的章红
海。之前的驻村队长是张敏，这个有着“拼命三
郎”之称的“铜陵好人”，一天走访了4 5户贫困
户，诱发了心肌梗塞，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上。
外表文静的章红海，接过张敏的班，他的拼劲体
现在“静”“动”结合上。

章红海的静，是一种常态，到哪里都静静地听，
静静地看，静静地记。白天接待贫困户来访、咨询
常常是应接不暇，做宣传解释工作轻声细语，有条
不紊。夜晚，一个人独处斗室，伏案梳理白天遇到
的问题，上网搜寻产业扶贫的项目，与村里实际情
况反复比对。他着急啊，就拿村里的合作社来说，
由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经常与物流公司领导
交流，并争取物流公司捐助5000元作为合作社的
启动资金。驻村之前，章红海的烟瘾不大，每天顶
多十来支，现在一天两包都不够。

章红海的动，正应了古人所说的，静若处子动
若脱兔。静中酝酿成熟的思路，章红海立即与村两
委沟通协商，并两次带队外出考察，翻山越岭、爬坡
下沟，不辞劳苦。章红海的目光既着眼村集体的发
展壮大，又紧盯着每一个贫困户的具体困难。

2014年7月，周正年的小儿子骑摩托车撞
了人，赔了人家二十多万，家里一贫如洗，还欠

下了十多万的外债，儿子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
也吹了。50多岁的周正年患上了严重的抑郁
症，一直萎靡不振。章红海了解情况后，几乎隔
一天就往他家跑一次，有时白天抽不开身，他就
晚上去。章红海在网上认真研读了抑郁症患者
的特征。目前，治疗忧郁症尚无良方，最有效的
方法是情感交流、心理疏导。章红海从谈心谈
话入手，让周正年说出心里话，逐步缓解了他的
抑郁症状，鼓励他搞家庭养殖。2017年，周正
年的家庭养殖有了一定的规模，到年底，牛羊鸡
的销售又成了问题。眼看着年关将近，家里还
存栏一半多的牛羊鸡。章红海与金隆公司李守
葆商量了，各自包干一部分。2018年 1月 25
日，周正年宰杀了牛羊，天突降大雪，说好来拉
货的车辆因其他急事不能来。章红海开来了私
家车，后备箱、车座椅上都堆满了牛羊肉。跑了
整整一个下午才将牛羊肉送到金隆公司和他联
系的买家那里，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章红海再文静，毕竟也是一只虎。铜冠物
流2018年向黄岗村拨付扶贫资金41200元用
于贫困户的养殖奖补，为村里7位贫困户提供公
益性岗位，争取物流公司资金购置生活用品走
访全村五保户、贫困户发放慰问金2万余元……

文静虎章红海

矿产资源中心地调院副院
长、高级地质工程师何宏杰入驻
的是井边村。这个村田地少山
林多，主要收入是售卖山林的竹
木，加之三姓圩有四百亩水田发
包，村里为每个村民购买了医疗
保险。但是，村里101户贫困户
涉及 270 人，他们缺乏技术、缺
少资金、大多年老体弱，这让率
直性情的何队长吃不香睡不
安。来到了村里，就像钉子一样
钉在岗位上，以一个技术人员严
谨和科学的态度，在发展与扶贫
的夹缝中踏出一条“专”“引”结
合的路来。

何队长的“专”，一是体现在
守土有责上，每天走访贫困户不
落一家，进一家门，知一户情，解
一户难，成为贫困户无话不谈的
朋友。他做的扶贫台帐、原始记
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二是体现
在科学手段的运用上，何队长发
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对所有贫困

户的资料汇总归纳，采取大数据、
云分析等方法，对贫困户的需求
分出或急或缓不同的等次，有的
放矢地开展工作。因此，他在帮
助贫困户脱贫工作中，能够说在
点子上，干在关键处，往往取得事
半功倍的效果。

何队长的“引”，一是放在拓
宽贫困户的视野上，让他们有目
的地走出去，努力培养脱贫致富
的“种子”。外出打工的人大多
为了多挣钱，何队长明白“送人
一丈布不如送人一条路”的道
理，挣钱只是“布”，学会了管理、
懂得了如何致富，再回乡创业才
是真正脱贫之“路”。他动用自
己的人脉资源，介绍5名贫困户
去合肥铜冠铜箔厂工作，每个月
除了 2500 元保底工资，还要求

他们多观察多学习多请教，练好
本领，取回真经。村有个叫王成
小伙子，虽然腿有点拐，但工作
出色，当月不仅拿到 3000 多元
的工资，还领到 500 元的奖金。
他兴奋地说：“何队长送我们出
去，既挣钱了，又开阔了眼界。
我一定好好干，不辜负何队长的
期望。”二是在引导贫困户自主
创业上不遗余力，以点带面，发
挥榜样的力量。贫困户左虎眼，
其兄长身体残疾，不仅无法干
活，而且每个月还需要一笔不少
的治疗费用。妻子是他打工时
认识的湘妹子，夫妻二人常年在
外打工，一年也争不到几个钱。
何队长走访他家，他把想发展养
鸡想法告诉何队长，又担心没有
资金和产品销路。何队长劝他

先从小规模做起，等条件成熟了
再办农场，至于销路，我来想办
法。2016-2017年，左虎银的家
庭农场办起来了，从最初 300-
400 只鸡现已发展到 6000 多只
鸡，还养了两头猪。何队长为左
虎银养鸡家庭农场争取到政策
补贴2万元。年底，何队长和左
虎银的帮扶人中科铜都公司钱
文生帮助他销售了猪肉、鸡和鸡
蛋。矿产资源中心和中科铜都
公司的400多名职工，每人发了
两只鸡和鸡蛋。职工们吃上了
放心肉、放心鸡和鸡蛋，左虎眼
的汗水变成一沓厚厚的钞票，两
全其美，皆大欢喜。2017年底不
仅还了养鸡的债务，还净赚了4
万多元。该户已于 2017 年底，
经省第三方评估高标准脱贫。

何队长这只不露声色的居山
虎，把扶贫工作做得心无旁骛，专
心致志。如他浑厚的男中音，迷
人而有气势。

居山虎何宏杰

徐建波是铜冠房地产公司东
湖养殖场的一名老支书，在这五位
驻村队长中年纪也是最大，明年就
要退休了。进驻鹿狮村，他像是重
新焕发了青春。鹿狮村经济条件
较好，可扶贫任务一点也不比其他
村轻，因为多了一项美好乡村建
设。徐队长是个乐天派，脸上常常
挂着灿烂的笑容，说话的声音响
亮，富有表现力，并且爱插科打
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
糊涂。在建设与扶贫的天平上，徐
队长知道孰轻孰重，他运用自己的
经验与智慧，把“放”与“咬”工作法
操演得风生水起。

鹿狮村的贫困户有81户232
人，其中20多户是光棍汉，还有几
户不想做事，躺在贫困户的温床上

得过且过的。这些贫困户还没有
到真正揭不开锅的地步，免费的政
策优惠总比出大力流大汗快活得
多。徐队长下放在农村待过八年，
他了解这些人，工作起来驾轻就
熟。他心中一团火，表现在脸上却
是不威自怒。走访时，找准问题，
对症下药，问得细、问得深，常常问
得他们无言以对。温和的嘘寒问
暖之后，徐队长总是疾言厉色指出
他们贫困的病症，并且要他们动起
来，从最基本的一亩三分地做起，
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这种看似
放的办法，不是不管，而是让他们
在对比中觉悟，在思考中发愤。对
那些想干事，能干事，一定帮助他

们干成事。李永秀2014年出了车
祸，右脑袋撞瘪了一大块，走路腿
也是一拐一瘸的，因伤残成了贫困
户。徐队长见他整天唉声叹气，萎
靡不振，就根据他家的实际情况，
鼓励他搞特色种养，并及时发放了
补贴款。2016年，李永秀养了10
头羊、经营起笋竹两用林、种了菜
地、茶园，仅政府补贴就拿八千六
百元，是鹿狮村最多的，也是脱贫
最快的。

徐队长还有一个特点是咬劲
十足。贫困户左克明常年在浙江
打工，家里的老房子倒塌了，去年
回家翻建了房子，可一直没有拿到
政府的危房改造补贴款，左克明自

己跑了几次，都无功而返，他找到
了徐队长。他接手后，带着左克明
在村里写证明，到镇里盖章，去县
里找房产局的办事人员。饿了，自
掏腰包两人在街头对付一餐；资料
不全，和他一起想办法。一趟不
行，就再跑一趟。左克明外出打工
了，徐队长就一个人跑，直到确认
补贴款打到左克明卡里。左克明
十分感激，说要把他的事迹放到视
频上，他一笑了之。

凭着一竿子到底不达目的绝
不罢休的咬劲，徐队长促成了鹿狮
苗木种植合作社的成立。在他积
极斡旋下，铜冠地产先后向苗木种
植合作社投资47万元，并且先后
动员了约60户贫困户参与苗木种
植。

乐天虎徐建波

今年31岁的徐文斐，是这五
位驻村队长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外
形俊朗，活泼阳光。从冬瓜山铜矿
团委副书记任上成为钱铺镇虎栈
村的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是他人
生最大的转折，也是一次难得的考
验。这只俊靓虎，不仅人长得俊
靓，事情干得更漂亮。在他身“精
细”与“实干”这两种境界体现得淋
漓尽致。

说他精细，是他的工作作风细
致入微，一丝不苟。进驻虎栈村就
一头扎进贫困户家里，一户一户地
看，一人一人地谈，一家一家地
记。三年跑坏了三双鞋子，积攒起
厚厚的三大本贫困户资料。大到

每家每户致贫的原因、脱贫的想
法，小到每位贫困户的特长、喜好，
他都了然于胸。无论田间地头还
是房前屋后，见了贫困户他都有说
不完的话题。村支书左五八感叹
道：徐队长不仅有年轻人的敏锐
感，而且有一颗帮扶的热心。他心
细如发，态度和蔼，到哪里都受欢
迎。这样的扶贫队长难得啊。

说他实干，是因为他有着坚强
的后盾，干出来的事情令人啧啧称
赞。冬瓜山铜矿既然选派了徐文
斐来当驻村队长，就是对他的信
任，相信他的冲劲，也相信他细致

的调查、扶贫的规划。在资金异常
紧张的情况下，冬瓜山铜矿每年都
想方设法挤出钱来，支持扶贫攻
坚。2017年上半年，冬瓜山铜矿
出资20万元，修建了一条一公里
的道路，命名为“冬瓜山大道”。这
不仅是在虎栈村的土地上铺了一
条康庄大道，也在虎栈人心里建了
一条致富的通衢。同年下半年，徐
队长又协调20万元资金，在六公
里长的道路上架设了 100 盏路
灯。看着明亮了的乡村，徐队长兴
奋地说，这就是“虎栈长江路”啊！
2018年，在徐队长的积极争取下，

冬瓜山铜矿又投资19.6万元，为
虎栈村柿树村民组102户接通了
自来水。312人的饮水不用再从
一公里外的那个小水凼里挑了，拧
开水龙头，村民的欢笑和哗啦啦的
水声在柿树村的青山绿水间欢快
地流淌。

徐文斐还用好用活集团公司
的扶贫经费，扶持蓝天家庭养殖场
扩大经营，并安排了5户贫困户在
养殖场务工。三年来，徐文斐想方
设法为养殖场销售鸡、羊，总金额
近2万元。

见了徐队长的人都说他皮肤
白皙，那只是之前的他，现在的徐
队长身上多了一些风霜，更成熟，
也更坚毅了。

俊靓虎徐文斐

魏晋时著名诗人阮籍。传说
他能作“青白眼”：两眼正视，露出
虹膜，则为“青眼”，以看他尊敬的
人；两眼斜视，露出眼白，则为“白
眼”，以看他不喜欢的人。在扶贫
的三年里，彭云开是一个使惯了

“青眼”的人。
彭云开是铜陵有色集团公司

企管部副部长，压在他肩头的扶贫
担子更重：公司及所属企业帮扶枞
阳县钱铺镇的总协调人，同时也是
城乡共建联合党委副书记、南岭村
第一书记、驻南岭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最近又任钱铺镇选派帮扶干部
党支部书记。作为总协调人，他要
协调部署钱铺镇南岭、黄岗、虎栈、
井边、鹿狮这5个村的驻村队长的
工作以及安工学院的联系点长山
村、信息中心的联系点将军村的工
作；作为城乡共建联合党委副书
记、南岭村第一书记，他肩负着贫
困村的脱贫出列的责任；作为驻村
队长，他有着大量的沟通联系、整
理资料、建档立卡等日常的工作，
同时，他还担负着点对点帮扶周月
兰、钱万春、王服兰三名贫困户的
任务。青眼虎彭云开的“勤”
和“韧”在南岭村是出了名的。

说他勤，彭云开每天不是在贫
困户家，就是在走访贫困户的路
上，而且脚力特别勤快，虎虎生
威。就拿今年9月5日这一天来
说，一大早去了80岁的老党员钱
双银家，钱双银的弟弟是贫困户，

就住在他家。了解了他弟弟的近
况，征求了老党员对扶贫工作的意
见后，彭云开拐弯来到贫困户吴天
兰家，这个刚满16岁的女孩子有
志气，在父亲去世、母亲痴呆的情
况下，今年以690.7分考上桐城师
范学校。由于家里没有经济来源，
彭云开帮助她联系了一个对口帮
助的老板，给她买了小米手机，还
答应一个月给她1000元生活费。
过些天吴天兰要去学校报到，彭云
开看看有什么困难，并告诉她已经
安排好送她去报到。还没有走出
吴天兰的家门，贫困户钱立祥又拉
走了他……回村部的路上，彭云开
接到贫困户成黑狗的帮扶对象打
来的电话，说是成黑狗的家里没有
水，彭云开抄小路爬了一截山坡，
问清情况，帮忙尽快安装自来水。
上午有个村民代表会要开，彭云开
又脚不点地赶回了村部。

午饭后，没有休息的彭云开下
楼送前来商谈村里茶山租赁合同
的浙江人，遇见了铜陵有色集团公
司技术中心的一位领导前来看望
帮扶对象，陪着这位领导来到贫困
户朱义安的家。朱义安不在家，彭
云开等不及了，与他道别，向黄土
岭茶园走去，他要熟悉情况，完善
租赁合同。下山的时候，村支书还

在村部，他们商量起8月31日才
封顶的新办公楼装潢事宜。彭云
开想请有色设计院帮忙设计辅助
设施，为村里省点钱。临下班，钱
园林的老婆哭哭啼啼来到他的办
公室，她的老头子昨天骑车去看望
在县医院住院的她，半道头一昏，
摔倒了，没有钱治病……

说他韧，彭云开看准的事情，
干了，就一定干成干好。2014年9
月，在上海打工积攒的人生第一桶
金的钱永来回乡创业，注册了公
司。2015年，流转四五十亩办起
了农场种植瓜蒌子。当年盈利了
一万多元钱，第二年的收益更是成
倍增长。钱永来想准备再流转
200多亩土地，扩大种植规模。有
的村民因为担心干不长久，谈好的
协议却签不了。这时，钱永来已经
预定了72.1万棵瓜苗和用于搭棚
架的6000根水泥杆，眼看着近10
万元的投资要泡汤。彭云开了解
情况后，主动做贫困户的工作，帮
助他们算账，既可以上他那里干
活，60岁以下的又可以享受每年
3600元的居家就业补贴。并且向
贫困户保证，大力支持。

顺利流转了土地，绿油油的瓜
蒌子苗爬满了瓜棚，15名贫困人
口在基地务工，17户没有劳动能

力发展产业的由村合作社为每户
垫资 2000 元，每户每年不低于
500元的分红。彭云开又趁热打
铁，帮助钱永来做大做强，让种植
大户的示范引领作用成为带动贫
困村出列、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
力。他陪着钱永来去潜山，借用天
宝公司的生产品牌，自己做成食品
直接销售。得到了天宝公司SC授
权后，彭云开参与了永来瓜蒌“清
水堂”商标和包装袋的设计，并积
极向外推介。彭云开还利用党员
扶贫款10万元，准备再投资20亩
种植瓜蒌子，由钱永来承包，带动
更多的贫困户加入进来。

不仅如此，彭云开本着“浇树
浇根，交人交心”的原则，对钱永来
在政治上也着力培养，他们成了无
话不谈的朋友。在彭云开的感召
下，钱永来热心公益，主动向贫困
户捐款。2016年年底，钱永来向
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18
年5月，安徽省举办第二届“赢在
江淮”铜陵赛区创业大赛，彭云开
热情鼓励钱永来报名参加并帮助
他制作PPT。在创富组的比赛中，
钱永来成为枞阳唯一进入复赛的
创富人。目前，钱永来是省级新型
主体带头人，瓜蒌农场成为省级示
范家庭农场、南岭村特色种养业扶
贫基地。钱永来说：没有彭队长，
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

彭云开的勤和韧，仅仅是他众
多扶贫工作中的冰山一角。

青眼虎彭云开

五虎将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驻枞阳县钱铺镇扶贫工作队队长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