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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县委一纸调令
把叶剑芝从畜牧站调到了扶
贫办任副主任。起初，他只知
道平江是个贫困县， 对于贫
困程度他并没有明确概念。
但是，对于贫穷，他却有着切
身感受。

叶剑芝，1965年出生于
平江县伍市镇武连村一个贫
困家庭。 一家八口全靠父亲
微薄的工资支撑， 他时常处
在饥寒交迫的状态。 吃不饱
只能以红薯充饥；到了冬天，
最难受的是双脚， 即便他在
自己那双破鞋子里塞满稻
草， 还是躲不过脚长冻疮的
命运。

所以，他深知，对于某些
贫困群体而言， 如果没有外
力及时介入， 仅靠自己很难
翻得了身。

平江是革命老区， 也是
国家级贫困县，112万人口
中，大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
有好几十万人处于贫困状
态，情况非常复杂。不进行摸
底， 就很难掌握贫困群众的
准确情况， 也就无法更好地
肩负起引领他们脱贫致富的
责任和使命。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叶剑芝的足迹遍及了平江大
大小小773个村子，光鞋子就
磨坏了3双。他总结出，平江
县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幕
阜区、复兴山区、连云山区，
具体则分布在“七大库区”：
黄金洞库区、大江洞库区、沱
龙峡库区、九峰库区、白水库
区、秋湖库区、黄棠库区，其
中海拔400米以上的贫困村
就有23个。

为了平江几十万贫困人口的脱贫，他一年跑遍全县773个村

“拼命三郎”叶剑芝：18年忧乐为扶贫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这

句名言深刻阐述了国人自古至今最为崇尚的忧乐精
神。这种精神，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反而催
生了无数“以天下为己任”的先进人物，他们用行动践
行忧乐精神，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在忧乐精神的发源地岳阳， 就有这么一位共产党
员，他18年专注做一件事：扶贫。2016年初，当地县委
念及他十多年在扶贫工作上过于辛苦， 想把他调到一
个相对轻松点的岗位上去。 他找到县委书记说：“扶贫
办的几位老副主任都退了，来的都是年轻人，对情况还
不太熟悉。扶贫攻坚的节骨眼上，就是累死我也必须再
顶一阵……”他，就是平江县扶贫办主任，人称“拼命三
郎”的叶剑芝。

■记者 李成辉

2004年1月，他陪财政部、
省财政厅驻县扶贫工作队走
访南桥乡金根村。在一间土坯
房里，他看到了一幅至今难忘
的画面：寒冬腊月，床上只有
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被子底
下铺的还是凉席，整个房间里
只生了一个火盆。

“这么冷的天， 老人家您
不冷吗？”听见叶剑芝的问话，
坐在床上的老人说，“冷是冷，
但我习惯了哩。”老人的回答，
让他心如刀割。

他更放心不下的是，全县
究竟还有多少这样冬天没有
被子盖的贫困户呢？他回到县
里第一件事就是向县领导反
映情况，“必须在春节前送一
批棉絮到困难群众家中去。”

后来，叶剑芝终于筹足10
万元， 在春节前的第三天，将
置换成的1000多床棉絮送到
了海拔在500米以上的困难群
众家中。

“改革开放了20多年，没
想到大山里乡亲们的生活几
乎没有什么变化， 甚至与我
儿时的场景没有分别。”叶剑

芝告诉自己， 再也不能让乡
亲们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了！

强烈的使命感催促着他
率领大家玩命地工作，扶贫办
形成了白天尽量不开会的习
惯，用叶剑芝的话讲，“乡亲们
大老远地来县里一趟不容易，
如果还因开会而见不到我们，
会有多失落？”

想让父老乡亲不失望，扶
贫办工作人员就得吃苦头了。
“开始特别讨厌叶主任， 现在
早已被他的敬业态度所折
服。”曾与叶剑芝共事5年的县
财政局干部向勇说，他经常是
不分周末、晚上，只要一个电
话打过来，就得去办公室加班
赶点。对别人这样，对自己更
是如此。

凭着这股吃得苦霸得蛮
的劲头，叶剑芝带领一班人马
先后争取到扶贫项目43个，引
进扶持资金10亿元以上。在扶
贫办上下一心的努力下，平江
246个贫困村， 目前208个贫
困村已实现整体脱贫，贫困人
口减少29.2万人。

【情怀】
“再也不能让乡亲们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访贫】
磨坏3双鞋，一年跑遍全县773个村

平江是山区， 经济基础薄弱，
自身财力极为有限。叶剑芝提出扶
贫要“两条腿”并行，除了激发内力
“造血”外，还要借助外力“输血”。为
了争资金争项目，叶剑芝想尽办法。

2003年叶剑芝在省扶贫办
汇报时， 听说有一个德国政府的
扶贫开发援华项目（最后一次）准
备放在湖南。 他通过各种渠道做
工作， 终于争取了德国专家到平
江考察。后来的一年多时间，叶剑
芝先后接待了14个批次的德方考
察专家， 每一次叶剑芝都是亲自
领着他们到深山里的贫困村去。

2004年夏天，叶剑芝带领两
名德国专家， 到三墩乡仁里村考
察。汽车只能开到山脚下，要到贫

困户居住的山顶， 海拔900多米，
还得走3个多小时的山路。叶剑芝
见一个德国专家背着一个30多斤
重的电脑包十分吃力， 就主动帮
忙。另外一个专家见状不高兴了，
“不公平。”

叶剑芝笑了笑， 就将两个人
的背包全部揽了过来。烈日炎炎，
又是山路。他汗如雨下，双腿如同
灌了铅。到达山顶后，终于支撑不
住，眼前一黑昏倒在地。

德国专家史密斯深受感动，伸
出大拇指夸奖他：“Mr叶，让我们认
识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叶剑芝就这
样陪伴着德国专家在平江先后考
察了近100个村， 最后让这个渺茫
的援助项目终于落户平江。

【感动】
“Mr叶让我认识了什么是共产党员”

2015年3月8日，叶剑芝在
平江县人民医院上班的妻子
姚细玲突发冠心病晕倒，冠
状动脉99%堵塞， 病情危急，
必须送长沙急救。 接到电话
时，叶剑芝正在100里外的长
寿镇组织召开危房改造现场
办公会， 这位硬汉顿时陷入
焦急与矛盾中：去，精心筹备
的现场办公会就可能不了了
之， 贫困户盼望的危房改造
又不知要拖上多久。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
来不负卿。 他只好牙齿一咬，
委托亲友将妻子送到长沙的
医院。但一忙完办公会，他饭
也没吃一口就马不停蹄赶往
长沙。 到达时已是深夜11点，
看着已经做完手术昏睡在床
的妻子，这位困难面前不低头
的汉子，两眼顿时通红。

“他其实是个很细心的
人，很孝顺，很有爱心。虽然
平时很忙， 但他心里牵挂着
我们。以前母亲还在时，他不
管多晚回来， 都会到母亲房
间待会儿， 坐在床边把母亲
第二天要服的药分好。”说到
丈夫，姚细玲眼里闪着亮光，
嘴角扬着幸福的微笑。 她很
理解丈夫， 即使是自己手术
时的签字是大姐代签的，也
从来没有抱怨过他。

同事和村民对他都是赞
不绝口。“我们都叫他‘拼命
三郎’。” 原财务组长欧阳求
中说，叶主任既当指挥长，又
做冲锋员，很不易也很辛苦。
还在岳阳的白景喜听闻记者
前来采访， 立马驱车从岳阳
两小时返回平江，“这个人太
典型、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他很细心很孝顺
很有爱心”

叶剑芝平常挂在嘴上最多的
一句话便是： 光给那些困难户送
被送米送油不是个办法， 最重要
的还得帮他们自己造血。

长寿镇汤塅村宋三元患有严
重的胃病，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
老婆身体也不好， 三个女儿又在
上学。叶剑芝三度进、四回出，每
次给个几百块钱， 但这终归不是
个长远之计。有一回，叶剑芝在闲
聊中问宋三元：“你有什么特长?”

宋三元说：“我帮别人养过
蜂，有经验。可自己没有本钱，养
不起。”

叶剑芝当即便掏出2000元
钱给宋三元，“你赶紧去买几桶
蜂，马上养，这里山多，是个养蜂
的好地方啊!”

于是宋三元用叶剑芝这2000
元钱买了10箱蜂，几年下来，现在
已经繁衍到了200多箱，每年可创
七八万元的利润。现在，宋三元已

经准备把家搬迁至县城。
不仅如此， 宋三元的女儿上

大学、找工作，都是叶剑芝出面帮
忙。 宋三元感叹道，“亲兄弟都没
有叶主任这么好。”

在扶贫办工作18年来，叶剑芝
对全县的贫困村、贫困户的情况了
如指掌。贫有百样，困有千种。经过
实地考察和分析， 叶剑芝把平江
的贫困户致贫原因分为因病、因
学、因房、因灾、因路等五类，这也
就可以对症下药了。十多年来，在
他的参谋建议下，平江先后推出了
通村修路、就业输出、产业培育、危
房改造等一系列扶贫举措。

“现在全县贫困家庭的孩子
都有书读了； 大病患者能得到有
效治疗；贫困村人口越来越少；住
在危房里的人都搬进了新房；全
部村子都通了公路； 电网全部升
级改造。”说起这些的时候，叶剑
芝发自内心地笑了。

【扶贫】
“亲兄弟都没有叶主任这么好”

2011年4月，叶剑芝（左）在平江县三市镇饶塘村走访贫困群众。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