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炳华

1973年出生，玉环人，中共党员，招商银行台州分行
干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挂职副县长，“春
雨公益”发起人之一。挂职扶贫期间，他以满腔热情、干
劲和创新思想，用心、用情、用力精准扶贫，与当地干部
一起，为老百姓铺就了一条条脱贫之路，曾获“2018感
动招行年度人物”“招商银行五一劳动奖章”“楚雄州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浙江好人”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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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到楚
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城，车向西北
行，崇山峻岭间，一座座隧道接连起
蜿蜒的高速路。

2018年10月11日，45岁的王炳
华从台州路桥机场启程，飞越两千
余公里后，踏上这段旅程。

那是他就任武定县挂职副县长
的第一天。这一年，武定县，这个位
于滇中高原北部的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开始新一轮加大力度、加
快速度、加紧进度实现脱贫摘帽目
标的奋斗。

这以后，小城脱贫多了一股力
量。以王炳华为纽带，一段山与海的
深情对话，在彩云之南起始，从云贵
高原，跨越长江中下游平原、浙闽丘
陵，一直延伸到东海之滨。

扶贫要“志智双扶”，变“输血”
为“造血”。在武定的 900 多个日子
里，王炳华用心倾听民意，用脚丈量
土地，用力解决难题，参与、记录并见
证了一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收官战。

2020年5月16日，捷报传来：云
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武定县退出
贫困县序列，10.15万贫困人口如期
实现脱贫。

“习总书记说过，‘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我有幸经历了一场最高级别的考
试，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牛年已至。属牛的王炳华说，无
论身在何方，他都要继续做乐于奉
献的孺子牛，大胆创新的拓荒牛，脚
踏实地的老黄牛。

不负时代缘定武定

2018 年 秋 ，招 商 银 行 台 州 分
行干部王炳华，被派往西南山城武
定县，出任挂职副县长，开展扶贫
工作。

这座山区面积占了 97%，县境
内平均海拔达 2000米、少数民族人
口过半、贫困人口占三分之一的西
南小城，不是第一次迎来扶贫干部。
长期以来，闭塞落后使其成为“山
区、民族、宗教、贫困”四位一体的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1998年9月，武定县被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确定为招商银行定
点扶贫县。

作为该行第二十批派驻武定县
的专职扶贫干部，王炳华并非初次
撞见这里的深度贫困面貌。早在
2012年，他就曾到此参与过乡村支
教，艰苦的条件下，孩子们纯真的笑
脸和天籁般的歌声令他动容。

“古柏小学没有餐厅。大白碗
盛满米饭，淋上一勺鸡汤，加点辣
子，蹲在路边，每个人都吃得津津
有味……”这个画面，长久地定格在
他的脑海里。

回台州后，身为网络达人的王
炳华，借助微博公益力量，把武定

“金葵花”合唱团的孩子们接到台州
演出，圆了他们登台表演的梦。

这段经历点燃了他心中的公益
火苗。此后，他参与创办了以“支教、
助学、文化、环保”为服务方向的“春
雨公益”组织，为台州社会做了许多
实事。

“每次去民工子弟学校做公益，
总会想起武定山里的那些孩子，也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王炳华的念
念不忘，终于等来回响，2018年5月，
招商银行总行征召派驻武定扶贫干
部的消息传来。

“我和七彩云南有缘，和武定有
缘！”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接到赴任通知时，他向领导表
态：“我不怕苦，只怕干不好，但一定
会努力。”

谁知，到武定的第一天晚上，王
炳华就失眠了。高原的气候和环境，
令长期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他辗转反

侧。更让他夜不能寐的，是手中这把
沉甸甸的接力棒——2019年是中央
部署的脱贫攻坚关键之年，作为楚
雄州最后一个深度贫困县，武定县
立下了军令状，必须在当年完成脱
贫摘帽各项工作。

“从中央扶持到社会支持，扶贫
这么多年了，武定还是没摘掉深度
贫困县的帽子，脱贫的路到底要怎
么走？”一想到自己的扶贫工作关乎
全县 28万多父老乡亲的生活、前途
和命运，王炳华心里千头万绪，他的
走访调研立即开始了。

武定县山高坡陡箐冷谷深。从
县城到各个村组，要翻山越岭，平均
单程就要三四个小时，山路崎岖颠
簸，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
王炳华天天上山下乡调研产业特
色、危房改造、学校教育，那段时间
每天奔波上百公里是常态。

“王副，下雨就不要下乡，太危
险了！”为招行扶贫工作服务了20年
的驾驶员老鲁，常把这几句话挂在
嘴边，但王炳华的脚步不曾停下，扶
贫日记越记越满。

“全县 133个村组，集体经济年
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占了90%。”

“金沙江边的新民小学，只有24
个学生，12 个是一年级，12 个是学
前，只有两个50多岁的老师。”

“弯腰树村小学的老师没有合
适的办公桌椅。”

“全县2万余农户种植核桃，但没
有好的销路，一直卖不出、卖不上价。”

……
就这样，到2019年元旦前，王炳

华跑遍了全县 11个乡镇和 30多所
乡村中小学校。这一路上扎实的调
研，给了他深深的震撼，他更加坚
定：“扶贫绝不是一句空话，要做的
事太多了。”

精准发力撬动未来

武定是多民族聚集地区，有“汉
族住山脚，彝族住山腰，苗族住山
顶，傣族住水边”的习惯。

现实令王炳华焦灼。地处高山
陡坡的苗族村寨，多数年代久远失
修，住房条件简陋，危房存量大。帮
助家庭贫困的苗族同胞改善危房，成
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硬仗中的硬仗。

2019年，招商银行投入 3000万
元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帮助武定县
解决 1334户苗族群众危房改造、推
进 4个“金葵花苗寨”的美丽乡村建
设。但出资方提了要求，希望借助金
融创新手段，使这笔帮扶资金“落地
生根”，发挥实效。

金融创新扶贫，在云南史无前
例。来自台州、协管县里金融工作的
王炳华，被寄予厚望。

这并没有难倒他。当直接捐赠、
商业贷款、设立基金、商业入股等方
案接连行不通后，王炳华想到了立
体折叠的方式。在总行和台州银保
监分局的帮助下，他设计出了 10年
期“无偿捐赠+委托贷款”的金融扶
贫模式，帮助苗族同胞如愿住进了

“安全稳固、遮风避雨”的房子。
不同于以往的“一捐了之”，这

个模式实现了捐赠资金的可追溯，
并明确了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期
限10年有助于提高捐赠项目资金的
使用效益。

这是“全国看浙江，浙江看台
州”的小微金融模式，在武定的一次
创新实践。

用台州银保监分局局长曹光群
的话说，“王炳华就是台州小微金融
模式的‘宣传大使’”。

2020年，招商银行沿用该模式，
向武定县人民医院提供 200万元资
金，用于购买四维彩色超声设备，设
立“招银关爱妇幼健康超声影像
室”。设备投入使用后，贷款产生的

利息用于设立 10年期“招银医疗扶
贫基金”，每年奖励全县 100名优秀
乡村教师免费体检。

以金融创新链接住房、卫健和
教育，实现“输血”“活血”“造血”三
管齐下……在金融行业工作多年，
又来自民营经济、小微金融较为发
达的台州，王炳华无疑比其他人更
具有杠杆思维和现代化经营理念。
目之所及，不只是乡亲们生活上的
燃眉之急，更在于找准支点，撬动武
定的未来。

他深知，“孩子就是武定脱贫最
宝贵的火种”。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教。在武
定，少数民族人口占比55%，少数民族
贫困人口占贫困人口总数69.6%。部
分少数民族群众普遍对教育缺乏重
视，适龄儿童因贫辍学现象时有发生。

“只有改变教育工作者才能改
变教育；只有对老师好才是对学生
好。”为改变贫困山区的教育状况，
让学生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
王炳华对外联络招商基金和上海真
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引进5个真爱梦
想教室，同时也引进了“问题比答案
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信任比
帮助更重要”的真爱教学理念，培养
了100名一星教师。

2018年 11月，“金葵花”音乐教
室在武定县古柏招银希望小学和猫
街镇永泉小学落成，钢琴家李云迪
来到现场支教。借着这股“东风”，王
炳华拉着古柏小学的郑校长，共同
筹建了“金葵花”彝族苗族少儿合唱
团。自那时起，26只“小云雀”的嘹亮
歌声就不断在古柏小学上空回荡，
孩子们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了。

机器人创客实验室、国际象棋
和口琴进课堂、青少年足球赛、幼儿
三轮车比赛……如今，越来越多丰
富的课程和活动，正在打开孩子们
的新世界。

在王炳华看来，山里的孩子与
城里孩子相比，缺的是见识。“这些
都是小事，与考试和升学率无关。不
过，小事累积起来，最后影响了孩子
眼界与素质，说不定对孩子背后少
数民族的未来也有影响。”

安装 50台净水器，建设 27个学
校浴室、18个水池，设立招银奖学金
和助学金……在武定扶贫两年多
来，王炳华和招商银行的同事们累
计实施教育扶贫项目 36个，完成投
入 609万元；而他个人则引进 30多
个帮扶项目，社会各界资源投入近
200万元，惠及2万余人。

乡里乡亲情深似海

在武定，常常会听到有人说：
“‘核桃县长’是我的朋友。他就像我
的兄长。”

这些声音大多来自大山深处。
该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和多么平等的
关系，才能让乡亲们自信地将一个
副县长称为自己的朋友？

刘翠林，白路镇老树核桃种植
户，多年前因一场意外导致右腿截
肢。但他为人乐观豁达、自强不息，
种出的核桃个大皮薄，清香甜脆，远
近闻名。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炳华在调
研中遇到他，看到了这样一幕。

夫妻二人。妻子爬上树枝，离地
近10米，一手扶树干，一手拿竹竿打
核桃，丈夫拄着木棍在树下捡。

地上的人嘱咐树上的人：“注意
安全，打不到就算了，反正也卖不了
几个钱。两个人，三条腿，还能生活，
再断条腿，这个家全完蛋了。”

两人讲这话，竟有说有笑的。一
旁分管残联工作的王炳华，听得鼻
子直酸，很不是滋味。

白路镇有 1000多棵老树核桃，
树龄 40年以上的不少，最高的有 20

米高。每年采摘时都有人从树上掉
下来，不是摔伤，就是残疾。

“种核桃，还没脱贫，采核桃，反
倒因病返贫。有一根安全绳，不就能
避免了？”于是，他牵头发起了“一根
安全绳，保命保安全”的众筹，筹集
到 300根安全绳，送到种植户手中，
后来此类事故未再发生。

从这样一件件小事出发，王炳
华带领武定老树核桃走上了产业振
兴之路，被老百姓誉为“核桃县长”。
种植经验丰富的刘翠林成了他的

“核桃宝典”。遇到与核桃有关的事，
他首先找刘翠林，有时找到家里，有
时找到田头，一起干活，一起谈话。

受刘翠林的励志精神感染，王
炳华为其构思了“独腿大叔”品牌，
扶持他做电商，还上直播间为他站
台吆喝。

用刘翠林的话说，“核桃县长”
是自己见过的最大的官。“人家到底
是浙江人。头脑灵活、门路广、办法
多。”他感激地说，“核桃县长”一点
架子都没有，只一心为百姓办实事。

“安全绳、筛果机、喷雾器、‘老
树核桃’品牌、‘920’采摘节、‘网红’
直播、贫困户入股合作社……”刘翠
林掰着黑乎乎的手指数着，“武定种
核桃历史久远，这一两年，出了这么
多新鲜事，来了这么多大人物，都是
因为有他。”

一枝一叶总关情。即使只是挂
职干部，王炳华仍像一棵树一样，毫
无保留地扎根在乌蒙山区的土壤
里，以深情厚谊润泽当地百姓心田。
他说，自己曾在金华读书，永康方岩
胡公祠前有块碑，上有“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八个字。这是毛泽东对胡
公的评价，也在无形中指引着他。

每个月，王炳华都要拎着粮油
上山，到自己“挂包帮”的贫困户家
里“走亲戚”。进村入户，他不把自己
当外人，张口就是“我们村”。

他是个心细的人。山区的老人，
子女不在身边，精神上孤寂，每回走
访他总会留够时间，陪他们吃一顿
饭，拉拉家常。脱了贫的农户拿出老
腊肉、鲜辣椒让他尝，他不推辞，但
一定要交饭钱。他用这种方式了解
民生，也为老人带来精神上的支持
和尊重。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
于海。在武定，王炳华爱上了吃小锅
米线、喝小锅酒、听祝酒歌，结交了
许多云南朋友，说话的腔调也有了
云南味。他定期参加献血，与第二故
乡血脉相连。

一年任期满，王炳华本该回台
州了，但武定县的脱贫攻坚工作刚
有些起色，大家都舍不得他走。在总
行的支持下，他延长了扶贫时间。“我
要和老乡们一起，打赢这场决胜战！”

扶贫战士不忘初心

王炳华有两大爱好，读书和登
山。

用他的话说，读书好似交友，每
本书就像一根线头，牵引着你通往
不同的花园。而登山如扶贫，是一种
身体力行的坚持。行百里者半九十，
越接近山顶，越不能懈气。

身处武定脱贫决胜的关键节
点，手握着历史的接力棒，王炳华继
续奔走在绵延的攀山路上。忘我工
作的日子里，他与家人聚少离多，只
能偶尔通过电话传达思念和牵挂。

两年前他动身时，女儿王语嫣
马上要高考，对于此行，妻子丁玲有
意见，孩子也有想法。他和妻子说：

“成长并不仅仅是成绩的好与坏，我
把扶贫工作做好，孩子看在眼里，也
是一种家庭教育。”

但这两年来，他内心对于家人
始终抱有歉意。女儿高考当天，他带
领县里干部赴深圳招银大学参加培

训；17级超强台风过境台州时，高楼
大风呼啸，家中妻女孤立无援……

实际上，家人何曾真怪过他？相
反，在了解他的工作之后，全家人用
行动践行着“一个人在扶贫，一家人
在行动”的家风。

丁玲曾6次带着台州的物资，到
武定走访慰问。高考结束后，王语嫣
两次前往武定支教。在走近父亲的
工作后，她渐渐意识到，让这里的孩
子们开眼看世界，有机会去选择自
己的人生，这或许就是无数帮扶干
部、扶贫工作人员、社会爱心人士投
身于云南扶贫的原因。

她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更应从
父辈手上接过使命，成为从脱贫攻
坚走向乡村振兴、大国崛起和民族
复兴的新一代。中国梦，有你我！”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王炳华
深有体悟，扶贫路上，一个人就是一
支队伍。他一次次架起台州与武定
两地沟通交流的桥梁，将“山有所
呼，海有所应”的故事娓娓道来。

为让每一颗老树核桃都物尽其
用、发挥价值，他 7次邀请农业专家
常青至云南考察，并将浙江精耕细
作、做大市场、做强品牌的现代农业
发展模式“种”入武定土地。

为促进金融扶贫，他牵线邀请
台州银保监分局金融干部梁琼文赴
武定，与当地 60多名金融干部开展
了台州小微金融服务经验交流。

为帮助更多武定人走出深山，
到台州务工创业、学习取经，武定县
人社局与台州路桥区人社局、台州
百度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务协作协
议，成功落地“招银”劳务协作工作站。

为加强党建引领，他联络组织
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商会党支部
奔赴武定，与武定县白路镇小井村
党总支、洒布柞村党总支分别开展
党建共建，分别为两村提供了价值
万元的党员会议室桌椅和办公用
品，改善其办公条件。

轮椅、课桌椅、三门的冲锋衣、
温岭的运动童鞋、玉环的口罩和围
巾、“春雨公益”义务支教……他发
起“朋友圈扶贫”，号召身边人力所
能及做公益，成为助力武定县最终
脱贫攻坚的一支生力军。

正如武定县委副书记、县长李
坚到台州交流时所说，台州和武定
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路上，携手
前进的“一家人”。

牛年春节前夕，王炳华在武定
宿舍贴了一副对联：2020赞，武定脱
贫攻坚取胜利；2021牛，招行乡村振
兴再出发。横批：不忘初心。

王炳华：山有所呼，海有所应本报记者颜 静/文

为武定山区学生分发招银健康包为武定山区学生分发招银健康包。。

为插甸红军小学的孩子送去篮球衣为插甸红军小学的孩子送去篮球衣。。 跟合唱团的孩子们一起过六一儿童节跟合唱团的孩子们一起过六一儿童节。。

去核桃林探访身残志坚去核桃林探访身残志坚““独腿大叔独腿大叔””刘翠林夫妇刘翠林夫妇。。

感谢采访对象为本文提供图片。

帮助刘翠林帮助刘翠林（（右右））开展电商直播开展电商直播。。王炳华和王炳华和““金葵花金葵花””合唱团的合唱团的““小樱桃小樱桃””

黄保才

最初认识王炳华，大抵是
在六七年前，报社和总工会办
了个千禧读书会，作为招商银
行人，他也参与筹划每隔一两
周的讲座。之前，只听说他的
名字，和一个叫“春雨公益”的
组织联系在一起。对热心做公
益的人，我是敬佩且羡慕的，
因为这是释放善念、践履善行
的好渠道。像我这样一天忙到
晚的职业，每逢慈善日，捐点
款，表示下公益心则可，要腾
出时间，身体力行，真还“心有
余而力不足”。

可王炳华一以贯之做公
益，支教、助学、文化、环保……
一件件一桩桩，他戴顶红帽
子、穿件红马甲，做得风生水
起，“春雨公益”渐渐小有名
气。照理，他的工作不会闲，
真不知他哪来的这么多时
间、精力，做这些职业之余的

“分外事”，估摸他把节假日
都搭上了。

只 记 得 他 打 篮 球 的 身
影，不失魁梧，平头短发，掩
不住花白，还不到半百呢。他
戴副眼镜，眼睛却似乎总是
眯缝着，一副和蔼乐乎的样
子，说起话来声音浑厚，有磁
性，仿佛一锤定音。

他爱好读书，估计是“金
粉”，金庸的武侠小说读多
了。他勤于公益，背后一定有
侠义情怀作支撑。他真是与云
南有缘，主动报名，被组织派
往武定县当副县长，当山海协
作的一座桥梁，做扶贫支援的
一根纽带。历史上，武定曾是
大理国的一个部落。

这是他听从内心，一颗
炽烈的公益心召唤，去挑起
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担当。
从本质意义上，王炳华远赴
云南当扶贫副县长，就是从
民间公益使者，变身为手握
公权力的政府官员，竭尽所
能、淋漓尽致地将公益事业
发扬光大。

王炳华在武定的扶贫事
业，一如其名，炳映异乡，其
华灼灼，为武定人民脱贫攻
坚垒筑起一块块决胜基石，
为彝苗乡亲共奔小康点旺一
把把希望之火。他可圈可点
的工作业绩，是脚踏实地，埋
头苦干出来的。巧的是，王炳
华属牛，身上散发着牛劲牛
力，是新时代“为民服务孺子
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
斗老黄牛”的典型。

热心公益的人，心地一
定柔软、向善。王炳华见不得
别人苦，早在九年前去过武
定支教的他，被那里百姓贫
苦生活所撼动，并一直牵挂
于心，三年前终于有了机会，
就主动请缨，去为他们做点
什么。这份“舍小家，为大家”
的信念，这份“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
怀，就是为民服务孺子牛的
动力源泉。

扶贫，要“志智双扶”，
既“输血”也要“造血”。在武
定，王炳华发挥金融干部优
势，不仅募集资金、物资，为
当地贫困民众解生活燃眉
之急，更重要的是，他创新
扶贫理念、方式、机制，着眼
于全方位的物质扶贫和精
神扶贫，将东海之滨台州发
展经验，因地制宜，有机嫁
接到武定当地，成功推动脱
贫攻坚战赢得如期胜利，就
是创新发展拓荒牛的最好
写照。

登山是王炳华的又一爱
好。跋山涉水，无畏艰难，是登
山者的一大意志品质。山再
高，向上攀，总能登顶；路再
远，持续走，定能抵达。武定扶
贫路上，王炳华全身心投入，
与当地干部群众同艰共苦，携
手并肩，爬坡过坎，朝着既定
脱贫目标，奋力前行。这种一
步一个脚印，攻坚克难、踏平
大道的实劲，就是艰苦奋斗老
黄牛的完美本色。

扶贫攻坚战，王炳华不
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
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的大
力支持。他遵从内心的召唤，
将人生价值的兑现，融于时
代的脱贫伟业，才显得特别
有意义。

心的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