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观察 用热爱城市的心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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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的家国情怀 扶贫回报社会彰显企业家精神
“不脱贫，不收兵！”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
许家印立下军令状……
于是，这样一条消息近日正在被刷屏：恒
大向毕节再度定向捐赠20亿元。
据了解，20亿真金白银结对帮扶贫困地
区，而这对于恒大并非头一遭。从2015年开
始，恒大就在毕节开启扶贫事业的征程，两年
多过去，恒大已在当地累计无偿投入40亿元，
随着这一次捐赠的尘埃落定，总捐赠金额已
高达60亿元——
—而这还只是开始，总计110亿
元的扶贫资金也正在陆续到位。
在财富爆炸的时代，像巴菲特、比尔·盖
茨这样慷慨将自己巨大财富反馈社会的企业
家并不多，很显然，许家印在这个少数中。谈
起扶贫初心，也许要从许家印贫苦的童年说
起。在那段贫穷中，他成了半个孤儿，吃着长
毛的黑馒头长大，正是因为受了那段贫穷的
苦，他最懂穷人苦，扶贫的念头也从那时在心
底扎根……

的口粮。一日三餐，
每
餐吃一个地瓜、一个
窝头，
喝一碗盐水。到
了夏天，天很热，黑窝
头半天就长毛了，洗
一洗继续吃。”很难想
象许家印有着这样的
一个贫苦童年。
童年时的经历往
往会成为一个人看待
世界的基础。莫言
是，许家印亦是。于
是，莫言用笔来回忆，
而许家印则是用行动
来回应。

感恩社会脱贫
攻坚是历史使命

扶贫，从来都是
不好做的事，它的难
更多的在于坚持。
乌蒙山区是我国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企掌门人之
一，许家印却异常低调，他几乎从不接受媒体
最大、最贫困的、贫困
人口最多的集中连片特困山区，毕节市更是
采访，各种热闹论坛也难见其身影，但他对慈
善却有着近乎偏执的热情。
乌蒙山区的贫中之贫、
困中之困。在这片土地
近日一段内部视频流出，视频中的许家
上，你很难想象，还有人住在四面透风的茅草
印数度哽咽，让人看到了真情流露的许家印， 屋里，家徒四壁，最贵重的东西就是取暖的炉
也了解他投身慈善的初衷。
子和几口锅，甚至很多孩子因为太穷，不得不
“我1岁3个月的时候，母亲得了病，没有 早早辍学。
2015年11月29日，
钱看病，也没地方看病，就这样走了，我就成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
条位置发出《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全
了半个孤儿。”
“上中学的时候，离家比较远，每星期背
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文章时，毕节市7
47万贫
县3区、1000多万总人口中，还有92.
着筐去学校，筐里面装的是地瓜和地瓜面做
的黑窝头，还有一个小瓶子，瓶子里面装着一
困人口，脱贫攻坚的任务非常繁重。身为全国
点盐、几滴芝麻油和一点葱花。这就是我一周 政协常委的许家印就有一个大胆设想：恒大

忆苦思甜贫苦童年折射扶贫情结

能不能包一个县脱贫？很快，许家印便付诸了
行动。
2015年12月1日，恒大正式决定帮扶大方
县。几天后，
恒大干了一件中国企业从来没有
干过的事，许家印亲自签发文件，恒大地产集
—扶
团成立了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部门——
贫办，而且扶贫办主任高配，由副总裁兼任。
许家印更是全程参与。在恒大扶贫办成立几
天后，许家印便带着一份30亿元大单来到大
方县，并且选派了第一批287人的专职扶贫团
队常驻大方，展开脱贫会战。
用许家印的话说，他要确保到2018年底

实现18万贫困人口
全 部 稳 定 脱 贫 ，要
与贫穷“决战乌蒙
之巅”。
“没有国家的恢
复高考政策，我还在
农村；没有国家的14
块的助学金，我也读
不完大学；没有国家
的改革开放政策，恒
大也没有今天。恒大
的一切，都是党给
的，国家给的，社会
给的，我们应该去承
担社会责任，我们应
该回报社会，我们必
须回报社会。我们帮
扶毕节市，这是我们
回报社会最好的平
台，也是我们回报社
会最好的机会。”
2017年5月，许家印
将设想变成了现实，
在恒大集团帮扶乌
蒙山区扶贫干部出征壮行大会上，许家印如
是说。是的，功成名就的他始终不曾忘记贫
穷，更是不曾忘记用自己的能力、资源和善良
回馈社会。

恒大模式诠释企业家的家国情怀
很多企业都有扶贫项目，但恒大却是下
了大决心的。在投资方面，恒大可谓不计成
本。2017年，在大方投入30亿扶贫取得初步成
效后，恒大又承诺承担毕节市其他6县3区的
帮扶工作，再无偿投入80亿，加上大方的30

亿，恒大投入了110亿元的扶贫资金。
将扶贫做到这样的企业少。专门为扶贫抽
调数千人，为扶贫出人才、出技术、出管理、出
团队、
出思路的企业更是只有恒大一家。目前，
在毕节，
恒大从全集团系统选拔的2108名领导
干部和扶贫队员常驻毕节市扶贫前线，派驻到
县、乡、村，与当地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工作到
村、
包干到户、责任到人。两年来，恒大的扶贫
队员走遍了毕节的村村落落，仅以入户调查为
例，自结对帮扶以来，恒大扶贫队员和当地干
部员工一起，已累计走访了毕节全市100多万
贫困百姓，通过逐家逐户、
拉网式摸查、核实和
宣传发动，实现了精准识别贫困户，确保了精
准扶贫措施与贫困人口精准对接。
在扶贫的过程中，恒大与当地政府开创
的政企合力扶贫全新模式也被社会各界赞
赏。2017年12月27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发
布《扶贫蓝皮书：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
）》，
恒大帮扶贵州大方县的“政企合力整体脱贫
攻坚”
模式更是入选扶贫蓝皮书。
两年多过去，慈善和公益事业中，出现越
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身影，
“恒大模
式”正在被广泛复制。
“恒大模式”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扶贫领
域，更体现在整个社会领域。对于中国这样一
个在短短数十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国家来
说，以先富带动后富，以市场经验带动区域发
展，以企业家精神促进社会进步，以企业之力
参与国家建设，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组织
的本质是利他，是激发和释放每个个体的善
意，是创造价值和为他人谋福祉。这和许家印
乌蒙山扶贫的精髓一脉相承。
在这点上，可以说，许家印以及他身后的
恒大集团，英雄所见略同！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李没桥

90后成购书主力 沈城实体书店回暖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高巍）天猫图书
日前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办2018天猫图书峰
会，披露了2017年度消费数据。
从购书的地域分布来看，2017年上海市
24%的差距
问鼎购书量最多的城市，北京以0.
位列第二，广州、杭州、深圳依次为购书量前五
的城市。
记者从沈阳本地多家书店了解到，目前实
体书店回暖趋势都是比较明显的。

购书人数超1亿
女性比男性更爱购书

不同年龄层的购书特征也十分明显，20
岁以下人群最爱历史传记类图书，学习考试
和科普等方面也比较受关注，分析为学生的
刚性需求；20~30岁选购童书和自我提升的
经管读物最多，这一群体一般刚刚参加工作
或者初为父母，更注重在书中自我提升以及
儿童教育方面。

动，
回暖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一位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
沈阳多位书店行业内人士表示，沈阳本地
阅读市场基本是固定的，
并没有特别明显地感
到有新的阅读群体加入进来。或许这可以从另
90后群体更倾向于成为网络
一个侧面印证，
购书主力的趋势。

沈城实体书店
回暖趋势比较明显

童书作家杨红樱
名列“作家富豪榜”
榜首

从购书的地域分布来看，在2017年天猫
购书的前十位省份排名中，广东、江苏、浙江、
据天猫图书发布的《2017年行业白皮书》 山东、河南分列前五位；
而在购书城市排名上，
显示，2017年整体成交规模达到350亿码洋 2017年上海市问鼎“购书量最多的城市”
，北
24%的差距位列第二，广州、杭州、深圳
（不含文具、邮票等品类）。
京以0.
码洋是旧时商品上标的有折扣的定价，现 依次为购书量前五的城市。
在专门指图书出版发行全部图书定价总额的
记者从沈阳本地多家书店了解到，无论是
国有书店还是独立的民营书店，
目前实体书店
词语。
相比前几年书店
也就是说，一本书的定价或一批书的总定 回暖的趋势都是比较明显的，
2017年各实体书店通过多种经
的惨淡经营，
价，其货币额称码洋。
该数据显示，2017年购书人群不断扩大， 营，
逐渐拉回了失去的读者。
“实体书店最开始受到网络的冲击，但是
总消费者超1亿人，人均购书5册。其中，女性
总体比男性更爱购书，占比达到6成。购书人群 近几年互联网+已经成为趋势，实体书店也渐
30岁以下群体占比超5成， 渐找到了融入互联网时代的方式，现在实体书
中年轻人为主流，
尤其以18~24岁占比最大。
店一般也都有网店，
通过线上线下以及各种活

在这份白皮书中，还产生了用户最关注的
热门作者，即所谓
“作家富豪榜”。
在这份榜单中，高居首位的是童书作家杨
红樱，她与同样进入榜单的第二名北猫、第五
名沈石溪、
第十名曹文轩均为国内著名的童书
作者，受到小读者们的青睐。
排在这个榜单第三位的是肖秀荣，因考研
辅导善于押题而在学生群体中有很大的影响
力，这类名师作者在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中
受关注度越来越高。
其他几位上榜者均为热销书、畅销书作
家，
包括东野圭吾、
刘慈欣、当年明月、路遥、金
庸，这些作者的书经常霸占各个榜单，而2017
年东野圭吾在小说作家中排位最靠前，可见其
推理小说在读者中的热度。

2017年图书市场大数据显示
超1/
3增长来自童书
本 报 讯 （华 商 晨 报 记 者 高 巍）由
中国出版协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
主 办 的 北 京 图 书 订 货 会 1月 11日 在 北 京
开幕。

每年此时，都是各家纷纷公布其榜单的
时刻，日前北京开卷、天猫、当当等多家公
司，分别公布了基于各自平台的对2017年图
书市场的分析数据。

2017年国内图书市场量价齐涨
据开卷发布的2017全国图书零售市场
分析报告，2017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约
803.
2亿元，比2016年增长了102亿元，同比
55%。
增长14.
.
33
%，
实体书店规模基本稳定，
同比增长2
.
82
%。
网店整体增速放缓，
同比增长约25

从2017年大数据中发现，网店是市场增
2017年网上书店对市场增
长的主要驱动力，
32%；在细分类别方面，
长的贡献率达到92.
超过三分之一的增长来自少儿市场，达到
37.
55%。同时，市场的增长其实很大程度上
源自量价齐涨。

童书和小说销量最可观
据当当网晒出的“2017年成绩单”显示，
根据该平台大数据，其原创市场已经在
2017年当当网交易规模达到400亿码洋（全
连续5年码洋增速超35%的基础上，在2017
1亿册，
部图书定价总额），童书和小说是销量可观
年实现60%的高速增长，总销量达4.
的两大图书品类，2017年的码洋均达到超 包括儿童文学、图画书、科普百科在内的三
60%的高速增长。
大支柱品类都保持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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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用一针一线把温暖和祝福纳进“千层底”
倾诉档案
倾诉人物：李兴柏
倾诉时间：2018年1月2日
倾诉方式：情感倾诉信件

母亲说做鞋必须三道弯：
腰弯、脖弯、腿弯

纳鞋底就是把四至五张同样大小的鞋底
码齐，攥紧摞在一起，用线麻绳儿密密地缝在
前几日收拾旧物品，见到了一双!"年前的 一块。不能用青麻绳，麻皮粗不耐磨。怕弄脏鞋
母亲事先要洗好手，
并用手绢垫上。
布棉鞋，是巧手母亲为爷爷做好，而未上脚的 底卷边布，
绣有云子卷的布棉鞋。这布鞋是两代人情结的
纳鞋底和缝衣服、缝被褥不一样。一双鞋
传承，也是颇有特色的一件精美的手工艺品。
底要用好几层袼褙，必须得用锥子使劲狠扎，
那是#$$%年，父母准备离开乡下进城前， 才能穿透。
锥子扎透袼褙的过程，要深憋一口气，全
我在某个星期天回家看父母时，见到了这双
“千层底”棉鞋。我轻轻拿起，
拎到屋外，扫去灰 神贯注，使出周身力气，用锥子打出针线的通
尘，然后用报纸包好，拿回城市的家里，如今已 道，然后将带着线麻绳的针从锥眼儿穿过去，
经在我的手里保存了二十多年。
再憋一口气将麻绳缠在锥子把上，缓缓勒紧，
才完成一个针脚。每纳几针，母亲都要把针头
旧衣服和小布块
在头发上蹭两下。
母亲说，这样的针透溜儿，目的是让钢针
是母亲的“心肝宝贝”
好走道儿。
纳一只成人鞋底，至少也得几百针。母亲
母亲是做布鞋的能手。一年四季，年复一
年，只要忙完田地里的农活，回到家后，母亲总 的针脚细密、匀称。在夜间，除了母亲拽麻绳
是拿起针线活——
—做布鞋。
的嘶嘶声，静得听不到其他声音。拽麻绳的动
布鞋看上去简单，可做起来还是挺麻烦 作呈一道弧线，像一种坐着的舞蹈。针、线、顶
的，打袼褙、剪鞋样、纺麻绳、纳鞋底、用鞋楦子 针和锥子，在母亲的手里轮番变换着，一针一
等多道工序，既繁琐，又辛苦。可母亲做起鞋来 线把温暖和祝福，纳进了针脚密密麻麻的鞋
总是不厌其烦，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精益 底里。
求精，为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穿上应季合脚、不
绱鞋帮是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鞋帮和鞋
走样儿的布鞋。
底缝在一起，工艺上把鞋帮底圈缝在鞋底上才
不管春夏秋冬，只要有闲工夫，母亲便会 算大功告成。
翻出家里的旧衣服和平时积攒的小布块，当地
但这缝合是个技术活儿。紧了，鞋穿着会
人管这叫“铺衬挠子”，也是母亲做布鞋的“心 小；松了，又不合脚，这就需要经验及耐心。手
肝宝贝”。将其喷上水，再一层一层地放平，用 巧不巧就体现在这里，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容
比较重的东西压在木板下。两三天后，布块被 闪失。
压得板板整整，再用白面兑水打出一盆黏稠的
鞋面子一定要精选，纹路要顺畅，将黑色
糨子，然后就开始一块块排列有序地糊在一 绒布剪制为鞋帮，用“白花旗”当里子。就这
起，这就叫打袼褙。
样，一双“千层底”布鞋，在母亲手里就新鲜出
母亲使用饭桌和箱盖当面，先铺上大布块 炉了。如果是棉鞋，鞋帮中间还要均匀地絮进
当底，在底布上刷糨子。接下来是用小布条或 棉花。
母亲说做鞋必须三道弯：腰弯、脖弯、腿
小布块一层一层地拼接粘贴，不用区分它们是
什么颜色和花样，但是要把新的旧的，大块小 弯，
这样才能用得上劲儿。每当穿着母亲做的
块儿交错开来。贴好三四层后，就是最上面的 新式样布鞋，村里大人总会前后左右看上一会
一层了，仍用稍大一些的布块粘盖好。这样打 儿，
然后发出啧啧赞叹。每每此刻，我都会为有
一位心灵手巧的母亲而感到自豪。
出的袼褙，即结实又耐用。
袼褙打好后，先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三
四天之后，一张硬邦邦的袼褙揭下来，就算做 一家老小的鞋子
成了。
都出自母亲之手
下一道工序就是剪鞋样，一定要仔细对
比。母亲先量好我脚的尺寸，用牛皮纸或报纸
记得上世纪!&年代初期的冬天，我一觉醒
剪出鞋样，再把鞋样用粗针线缝在袼褙上。把 来，发现劳累了一天的母亲还在跳跃昏弱的煤
剪好的鞋底袼褙叠起一定的厚度，鞋底边用 油灯下穿针引线，而我看到箱盖上的座钟已经
崭新的白布镶边儿，最后就是一针一针纳鞋 是凌晨三点多了。
底了。
母亲见我醒了，轻声地说：
“你快睡吧！我

这就纳好了。”
我听了鼻子一酸，忙用棉被蒙住
了脸。让我难忘的是，母亲每次做好一双鞋，就
像打了一次胜仗似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心中
充满了喜悦。
如果将母亲做鞋的历程量化，她做了%&年
的鞋，
不管是棉鞋，还是夹鞋，都是实实在在的
“千层底”
，供一家老小十口人穿，搭进了母亲
多少工夫和多少辛劳。
如果将母亲做的布鞋摆在地上，按每人'
年#双，全家#年(双计算，这'&&多双布鞋也是
很大一片呀！母亲做布鞋的举动，让日子宽松
了不少，把日子打扮得很有光彩。
我穿着母亲做的布鞋，不仅舒适、轻便、舒
服、吸汗、
养脚、防滑，
还有幸福的温暖。
母亲做的布鞋从不开裂，鞋帮也不会炸
线。那一针针一线线缝进去的，不单单是母

亲的辛苦和劳累，更饱含着她的无限深情和
爱意。
那个年代，普通百姓人家，检验女人是否
优秀的一个标准就是针线活。由于母亲打小
就上心，时时留意谁家的鞋样新颖，谁家的鞋
子颜色好看，所以母亲做出来的鞋子总是备
受赞叹。
眼下，几乎是看不到谁还在做布鞋了，女
孩子们一般也都不会针线活了。做布鞋已经成
为了一段历史，
像很多民俗文化一样正在逐步
消失。
无论进城，还是赶集，到处有卖鞋的商
铺，运动鞋、旅游鞋、儿童鞋、老人鞋、国产鞋、
进口鞋、休闲鞋、新婚鞋等应有尽有。但是穿
在脚上的感觉，却永远比不上母亲为我纳的
“千层底”。
穿着母亲做的鞋心里会感到温暖，脚上有
一股暖流从脚下涌上心头，舒坦绵软，走路踏
实，身上有劲儿。回想起母亲为我做布鞋时的
场景，
我总会双眼湿润，
久久难忘。

■阿阳手记

勤奋是母亲留给家人
最平实无华的启示
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各种美食皆可
下肚。可阿阳的一个叔叔，却总也忘不了
困难时期的一个场景。
那年，叔叔的母亲手里捧着仅有的一
点粮食，笑着对年幼的他说：
“你吃吧，你
饱了，妈就饱了……”多少年之后提起此
事，叔叔依旧会眼泛泪光，言语间都是对
母亲的感激和怀念。
这种涓涓流淌的母爱，和今天倾诉人
带给我们的感觉如出一辙。我们都是被母
爱环绕着长大的幸运之人，温暖在身，真
爱在心。
在那些淡淡的岁月里，一盏煤油灯
下，母亲在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为的是
儿女们的脚上能够穿上舒坦且温暖的鞋
子。这场景曾是多少人生
命中的一部分，那细密的
针脚里显现的是母亲对家
人的深爱。
没有太多的言语，只
是这样一个身影，就默默
阐述了朴素的哲理，勤奋
是母亲留给家人最平实无
华的启示，中看且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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