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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更美的“平民表达”

近日，在浙江余姚市梁弄菜场里，一位边摆摊边写作的单亲妈妈
陈慧“出圈”了。 陈慧在菜场摆摊 16 年间，先后出版了 2 本书。 她坦诚
地说：“我始终觉得，我称不上什么作家，就是个摆摊的小贩，我要继续
踏踏实实地生活，也要继续写下去。 ”

在陈慧看来，摆摊与写作，都是生活，“前者保障了柴米油盐的细
水长流，后者滋养了春夏秋冬的来日方长。 ”平凡世界里，像陈慧一样
不断丰盈精神世界的劳动者还有很多。 育儿嫂范雨素写出自传体小
说、用文字抚平生活的褶皱，“脑瘫诗人”余秀华、“食堂诗人”宋成宝以
诗歌抒发真情实感，农民工李小刚手捧两块红砖在工地进行播音腔朗
诵……他们的生活或许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借由一支笔、一本书、一
段朗诵，获得心理抚慰和精神支持，艰难的日子也可以开出花儿。

流动小贩、育儿嫂、工地工人等群体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看似和作
家、诗人、播音员等职业并无关联。 普通劳动者的文化需求与精神诉
求，也常常处于一种被忽略的境地。 但这种状况正在被改变。 一方面，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平民表达”有机会被听见、被传播；另
一方面，社会在进步，观念在更新，个人价值实现路径更加多元化，任
何人都能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哪怕物质生活不够丰盈，一
些人依然可以拥有丰盈的精神家园，这是社会包容性、优越性的体现，
也是时代之幸。

诗与远方，始于人间烟火。 这些劳动者的经历何尝不是一本深刻
的教科书？无论是学习知识还是追寻理想，没有年龄之分、无关职业身
份，只要愿意付出、持之以恒，终能有所收获、取得进步。 陈慧热爱写
作、善于观察，菜场摆摊十几年，积累了很多生动的素材。 宋成宝虽然
只有初中学历，但他从未放弃过阅读和提升自我。从摊贩变成作家、从
食堂师傅到诗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正是对梦想的坚持与专
注、纯粹与定力，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也遇见了更好的世界，这
种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有牢牢守住梦想的初心，以及对生活最质
朴的情怀。在盛行“快餐文化”的当下，来去匆匆的脚步随处可见，有多
少人能听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爱做的事？又有多少人能在一夜爆红之
后保持清醒冷静、不被流量所裹挟？ 既要踏实生活，也要笔耕不辍，陈
慧努力寻求物质与精神的平衡。 范雨素说，付出什么，就得到什么，不
想当网红，在人堆里生活。 生活本该如此，低头人间烟火，抬头诗与远
方，少一些芜杂的欲望，多一些简单执着，这样才能不管身处何种环
境，都能听从内心的声音，不被浮名蒙蔽双眼，坚持做热爱之事，活出
自己的精彩。

正如网友所说，“职业没有贵贱之分，生活的甜苦自己知道。 即使
是一粒微尘的模样，也要闪现着微光，奔向未来的星辰大海。 ”期待社
会给予平凡人更多圆梦的舞台， 也期待更多能力与情怀并重的劳动
者，拥有丰盈的精神世界，把人间烟火慢慢写成诗，把人生之路走得越
来越宽阔。 执笔：韩小乔

“雷锋超市”汇聚爱心

■ 本报记者 罗鑫

近日，在宣城市泾汀溪乡苏红村，孤寡老人顾兴南家中迎来几位
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 “红马甲”帮着老人扫地、理发，忙个不停，还给
老人送来食用油和夏季的衣服。“送给老人的衣服，是泾县“雷锋超市”
募捐来的，看起来像新衣服一样，老人穿上特有精气神。 ”志愿者王次
云告诉记者。

王次云所说的“雷锋超市”于去年 10 月正式对外开放，是政府组
织、民间策划、志愿者参与的学雷锋模范站，在当地政府推动下开展志
愿服务，政府提供一定的资金、场地等配套支持。 目前，泾县“雷锋超
市”平台共入驻各志愿服务队 14 家，王次云所在的泾县救孤群志愿服
务队是其中之一。 “有了超市支持，我们的爱心物资更丰富了，志愿活
动也更受欢迎了。 ”王次云说，5 月下旬，他和团队志愿者走进榔桥镇、
汀溪乡、琴溪镇等地，慰问孤寡老人、抗战老兵，为老人们送去了粮油、
衣服等生活物品。

草木葱郁，青山可望。在泾县南门赏溪公园内，一处外墙上画着雷
锋头像的临水小榭就是“雷锋”超市所在。走进“雷锋超市”，记者看到，
这里的爱心物资干净整洁，摆放有序，衣架上一排排衣服悬挂齐整，看
上去有八成新。“我们面向市民开展募捐活动，接受市民和相关组织捐
赠，所获爱心物资消毒处理后，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负责超市运
行的宋志成告诉记者，该超市现已收到爱心衣服 1700 余件，还有笔、
书本等崭新的学习用品。

记者了解到，“雷锋超市”通过动员社会各界献爱心、统筹爱心物品，
建立爱心平台，整合爱心资源，努力构建更加完善的社区贫困救助体系，
推动形成“老有所养、幼有所托、残有所靠、困有所帮、贫有所扶”的良好
氛围。 “我们不仅仅是友善超市、爱心驿站，更是服务平台、宣传窗口，是
一个整合多方资源、提供多元化志愿服务的后方补给站。 ”宋志成说。

4月下旬，“雷锋超市”组织了“学雷锋志愿行”活动，整合多方志愿力
量，前往泾县汀溪乡开展志愿活动。 慰问孤寡老人，关爱留守儿童，为当
地敬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义诊、义演……活动当天，来自不同团队的志愿
者们分工合作，各展所长，贴心的服务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

“‘雷锋超市’给我们搭建了交流合作的平台，让不同的志愿者团
队从单打独斗到抱团作战，形成合力，能更好地向外输出志愿服务。 ”
泾县爱心家园助学服务社志愿者李勇告诉记者，此次活动每个志愿者
团队抽出 3 至 5 人参加，14 个团队力量汇聚、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志
愿活动的规模更大，保障更充分，内容更丰富，受益群众更多，服务效
果也更好。 泾县医院‘医’路有爱志愿服务队的董拾遗介绍，他们当天
义诊了 40 多位老人，发现了一些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都挨个叮嘱了
注意事项。

“莫道是此去难回还，莫道是以身饲虎狼……”傍晚时分，一曲婉
转动人的黄梅戏《小乔初嫁》在“雷锋超市”响起，吸引了周围散步的市
民驻足欣赏。 唱曲的志愿者周媛来自泾县戏曲联谊会，是“雷锋超市”
的一名义务值班员。 “雷锋超市”工作日有专人坐班，周末时志愿者轮
流值班。无论要不要值班，周媛有时间都爱到“雷锋超市”转一转，有时
与其他志愿者商量如何开展活动，有时会即兴唱上两段。 她说：“这里
既能给困难群体提供帮助，也是我们志愿者的家。 ”

黄山市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发挥旅游、文化、生态叠

加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乡村振兴———

画里乡村 风景这边独好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农宅变民宿 旅游热深山

木梨硔是休宁县大山深处一个 50 多户
人家的小村落， 村子坐落在三面悬空的狭长
山脊上，满目竹海，云遮雾绕，每年出现云海
的概率接近百天，但交通不便、生产生活条件
落后，使村民不得不外出打工，村子几乎成了
“空壳村”。

摄影改变了这个濒临消失的小山村。 10
多年前，摄影爱好者寻访至此，木梨硔一下成
了摄影圈内的最美高山村落，游人纷至沓来。
2011 年，在外打工的詹春九回到村里，利用自
家的房子办起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客栈，为
游客提供食宿服务。

在詹春九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村民返
乡吃起了“旅游饭”。 如今，木梨硔已有民宿客
栈 31 家，可同时接待 500 人食宿，全村年旅
游收入超过 200 万元， 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
万元。

与木梨硔一山之隔的祖源村， 也是一个
以林茶生产为主的徽州传统村落， 拥有古民
居、古桥、古树等历史文化景观，尤以千年红
豆杉、百余亩梯田景观而闻名。 但是几年前，
这些特色美景的背后，却是落后与贫穷。 祖源
村地处高山，村民的生活条件很差，许多房子
因年代久远或没人打理，已经破烂甚至倒塌，
常年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对老房子失去兴趣，
纷纷往山下搬迁。

2016 年起 ， 上海市一家企业先后投资
4000 多万元， 对祖源村部分闲置民居以及周
边的山林和水体景观进行开发， 打造皖南最
大的乡村民宿群“梦乡村”。 民宿群建成后，每
年接待游客 1 万多人次，营业额近 200 万元，
并带动村民创办民宿 14 家。 去年，在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下，祖源村仍实现接待游客 20 余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500 万元。

项祥敏是土生土长的祖源人， 几年前利
用自家老房子在村中办起了 “凤祥生态农
庄”， 去年 4 月又投资 200 多万元建成二期。
项祥敏说，受疫情影响，生意还在逐步复苏回
暖中，今年前 5 个月营业额已超过 10 万元。

祖源村民宿产业的发展， 吸纳了村民就
地就业和返乡创业， 带动了当地农副产品销
售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去年，祖源村村民人均
纯收入为 1.76 万元，是 2016 年的 3 倍；常住
村民也比 2016 年增加了 110 人。

木梨硔和祖源， 是黄山市发展民宿产业
的一个缩影。 据不完全统计，2019 年，黄山市
仅民宿客栈接待游客 230 万人次， 经营收入
超 15 亿元。 目前，黄山市民宿发展至 2100 余
家，占全省总量的 80%以上，已形成黟县西递
宏村、黄山汤口、休宁祖源、屯溪老街、徽州区
西溪南等一批民宿集群， 带动了乡村旅游升
温和村民就业创收，也改善了农村环境，促进
了文化传承，提升了村民素质。

古村成基地 艺术润乡村

初夏时节，阳光明媚，清晨的
雾气才刚刚散去，在黟县南湖旁就
围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写生学生，
他们用画笔描绘美丽乡村，以艺术
的形式留住乡愁。

黟县是古徽州建置最早的县
之一， 境内存有大量明清民居、祠
堂、牌坊、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地
和徽文化核心发祥地之一，被誉为
“中国画里乡村”“桃花源里人家”。
今年 6 月，黟县被国务院批准列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说到黟县的写生经济， 不得
不提到胡万春。 西递古民居旅游
兴起时 ，当地村民胡万春便在村
里开了一家饭店 。 1995 年 ，随着
同业竞争日趋激烈 ，胡万春开始
琢磨如何拥有稳定的客源市场 。
受一些游客写生的启发 ，他把美
术院校学生定为目标群体。 那年
夏天 ，他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宣
传册 ，奔赴全国各地美术院校宣
传推介 ， 商谈合作建立写生基

地 ，提供吃饭 、住宿 、交通 、代办
门票等多种服务。 没想到效果出
乎意料地好 ，秋季开学后胡万春
的饭店就迎来了近 20 所高校的
写生学生 。 此后 ，越来越多的学
校主动与胡万春联系 ，胡万春又
陆续在屏山 、宏村 、南屏等古村
落建立写生接待基地。 他还建起
了万春艺术馆 ，其馆藏的徽州雕
刻艺术及绘画作品为学生们提
供了学习的场所。

写生产业的兴起，丰富了黟县
乡村旅游业态，推进了旅游供给侧
改革， 给当地乡村带来人气和活
力，并带动了商贸、服务业发展，衍
生出小板凳和自行车出租、写生材
料出售、特色小吃与夜市等相关行
业。 屏山村党支部书记王光临说，
“屏山村较早发展写生产业， 全村
有规模的写生基地现有 24 家，全
年写生量在 11 万人次左右， 产生
的经济效益占集体经济、村民人均
收入的三分之二。 ”

近年来，黟县成立了写生研学
协会， 先后举办了写生艺术节、青
年写生艺术季，承办首届最美中国
高校写生大赛暨 2019 中国写生产
业发展论坛， 吸引更多写生学生、
院校参与。 据统计， 黟县与全国
1000 个高校及培训机构建立了合
作，现有写生接待场所 80 家、写生
基地 129 家，每年接待写生学生约
300 万人次，产值可达 10 个亿。 全
县写生产业从业人员达 2000 多
人，人均年收入 5 万元左右。

写生产业衍生出艺术经济。如
今，黟县建成了秀里影视村和多个
摄影基地，打造了艺术、书画等特
色小镇，连续多年举办乡村摄影大
展、 乡村艺术非遗展等展会活动，
推动了旅游与文化艺术的融合发
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电影置
景从业人员中， 活跃着 1000 多名
黟县人，85%以上的电影置景由黟
县人担纲，许多人成长为全国知名
的置景师。

·记者手记·
产业兴百业兴， 产业振兴是乡

村全面振兴的基础。 黄山市因地制
宜，以精致农业为突破口，坚持质量
兴农 、绿色兴农 、品牌兴农 ，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改革， 推动农业由增
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同时，利用旅
游 、文化 、生态等优势资源 ，发展乡
村文化旅游， 加快培育黄山特色的
乡村产业、乡土产业，促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农
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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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景变风景 扮靓新农家

在歙县南部山区一个小山村
里， 家家户户都有一个 “绿色存
折”，村民们把资产“存”在山坡上、
庭院里，少则几十万元，多则数百
万元。

这个村就是徽派盆景的发源
地———卖花渔村。 漫步村中，庭院
内、阳台上，房前屋后、山洼溪畔，
漫山遍野花团锦簇， 与粉墙黛瓦
相映成趣， 全村俨然一个硕大的
盆景园， 美不胜收。 每年春节前
后，这里的梅花争奇斗艳，万紫千
红的盛景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前
来踏春赏梅。今年，歙县首次以线
上直播形式， 举办卖花渔村梅花
节“云赏花”，在线观看人数 70 余
万 ， 带动线上线下销售盆景 200
多万元。

黄山市人大代表、卖花渔村盆
景技术协会会长洪吉会介绍，村里
培植徵派花木盆景已有 1100 多年
历史，与扬派、川派、海派并称全国
四大盆景流派，目前村里有国家级
“盆景大师”3 名、省级“盆景园艺
师”12 名， 培植的盆景品种有 100
多个， 有许多作品在国内得过大

奖。 她告诉记者，村里 200 多户人
家， 家家户户培植盆景，90%以上
的收入来自盆景，去年全村销售盆
景 3 万多钵， 年产值达 2000 多万
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3 万元。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农村也
是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 ”“90
后” 村民吕凌志曾在上海打工，因
为家乡花事渐盛， 前些年回到乡
里，和家人共同经营盆景，并创立
了淘宝店铺和微商店铺， 探索抖
音、快手等营销方式，现在年收入
在 20 万元左右。吕凌志说，近三分
之一的村民通过网上销售，把盆景
销到全国各地。

村民洪利成是村里有名的盆
景师傅，靠着精湛的技术活，足迹
踏遍广东、 广西甚至泰国等地，创
新性地将传统盆景制作技艺和外
来技术相结合，不但提升了徽派盆
景制作水平， 也带出很多外地徒
弟。 除盆景培植技术输出外，卖花
渔村许多村民还在外地建立盆景
基地，开设盆景销售窗口，盆景“徽
帮”的名号越来越响。据了解，该村
经过实地考察，正在与江苏、浙江

等地客商对接，计划在江苏昆山市
建设盆景技艺合作平台。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如
今 ，卖花渔村已成远近闻名的网
红打卡地 ， 村里修通了循环公
路 ， 修建了停车场和旅游公厕 ，
农家乐也发展到 17 家 。 洪吉会
说 ，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兴
旺。 徽派盆景是徽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 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
文旅融合打造盆景和旅游两大
产业，将让村民更有奔头。

黄山市农业和农村局负责人
表示，将结合美丽乡村建设，重点
打造茶叶、菊花、柑橘、蜂业、泉水
鱼等一批特色村以及烧饼、臭鳜鱼
等特色产业，以产业发展促进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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