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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晴，云海绵延，茶山黛绿。
清晨，大巴山在睡梦中醒来，阵阵童

音从云雾深处飘来，荡漾在最美茶乡上
空。

“春天到，百花闹，虫儿飞，鸟儿叫，
小丫丫，辫儿翘，歌声扬，茶丛绕……”那
声音香甜、清脆、嘹亮，乐得茶尖嗖嗖往
上窜，唱得茶农日子抿抿甜。

国学教育、旗袍走秀、采摘体验……
“清明”以来，“四川最美茶乡”万源市白
羊乡云海茶山上，处处是欢乐、和谐的景
象。这里，不仅是让外人羡慕的小康宝
地，更是令无数游客神驰的游乐福地。

茶山的主人叫胡运海，45岁，中等个
儿，身板还算墩实。洁白的牙、满脸的笑，
是他特有的标配，总是透着满满的幸福
感。

云海茶山，是胡运海的全部家当，也
是当地群众幸福生活的源泉，这里倾注
了胡运海9年的心血。

9年前，胡运海是三清庙村党支部书
记。在此之前，从村委委员到村主任，他
已经在“一穷二白”的老家地盘上摸索了
11年。当上“领头羊”后，他发誓要让家乡
旧貌换新颜。

“当时不晓得要开挖土地，结果杂草
长得比树还高。”2007年，胡运海翻出家
里 2万多元老底，还发动村里几户“大户
人家”，合伙买来几万株桃树，种在 500
多亩荒山上，寄希望于改变家乡的穷貌。

但由于缺乏技术和管理，很快“桃
太”失败。放眼茶山深处，一些瘦弱低矮
的桃树至今依稀可见。“它们是我伤心的
记忆。”胡运海说，那阵子常常吃不下、睡
不好，几乎天天过着噩梦般的日子。

“不能就这样倒下，既害了乡亲又伤
了家。”胡运海打起精神，决定重整旗鼓。
经过反复调研和科学论证，他瞄准了当
地的富硒茶叶产业。

可是，合伙人不愿合伙了，家里人不
再支持了。这反倒激发了胡运海的干劲，
他决定要争口气让大家看看。

开荒、平地、栽苗……经过长时间的
休整，2010年秋天，胡运海领着一班工人
走进了三清庙的茫茫大山。那些日子，胡
运海白天赶进度，晚上学技术，尽管家就
在山脚下，但最忙时他长达 3 个多月没
回过一次家。

500 亩、800 亩、1000 亩……一步接
着一步走，一年接着一年干，如今，胡运

海已累计发展富硒茶园基地 8000多亩，
取名“云海茶山”。

一山连一山，山山皆奇观。整片“云
海茶山”，依山就势，层层叠叠，云蒸雾
绕，好似一幅天然水墨画。加之基地建设
景观化、水肥设施一体化，“云海茶山”斩
获“四川最美茶乡”的美誉。

基地壮大后，胡运海随即投资修建
了加工厂，引进标准化生产设备，注册

“巴山早”茶叶品牌商标，茶叶产业向深
加工、高品质转型蜕变。

历经艰难曲折，接续拼搏奋进，“云
海茶山”全产业链不断延伸，茶叶经济价
值大幅提升。成功后的胡运海初心更切，
成立了白羊乡茶叶专业合作社，带动更
多乡亲一同走上种茶致富路。

从拒绝要到抢着种，从零星区块到
成片布局……如今，不仅白羊乡的 11个
村（社区）全都种上了茶叶，还辐射到石
塘、旧院等乡镇，形成一条绿色的产业长
廊。户种茶、村建厂、乡有市，在当地形成
一道繁荣兴旺的独特风景。

“在我们乡的脱贫攻坚战中，胡运海
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带头引领作用。”白羊
乡乡长王君华介绍说，2014年以来，在国

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白羊乡新发展茶
叶1.2万亩，茶园面积累计达到1.5万亩，
除了胡运海的省级龙头企业，还有规模
作坊式加工企业 13家，引进了四川国储
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型公司，全
乡7000多人成了专业茶农。

“去年我乡茶业产值达到了 8000多
万元，成为万源市唯一的‘产业强乡’”。
白羊乡党委书记廖开军甚感自豪，不仅
茶业成了全乡的主导产业，“一片叶子带
富一方百姓”的致富模式还在万源全市
推广，白羊乡跻身中国硒部茶园走廊核
心区域。

“我们这把年纪，老弱病残的，一年
光靠茶园就能挣三四万元，这样的生活
还不幸福吗？”现年 64岁的村民游友恒，
前几年从“粮农”变成“茶农”后很快脱了
贫，修了新房，存了余钱。每天闻着飘香
绿茶，游友恒的日子过得比城里人还舒
坦。

巴山美，五月的茶香最美。游友恒的
家门前，一幢幢新房正拔地而起，一拨拨
游客正纷至沓来。“除了再扩大点茶园，
得赶紧张罗一个农家乐！”游友恒的心
里，早已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返乡寻梦 觅得商机

从读大学起，刘冬就一直有个梦想：
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商人。

2003年大学毕业后，刘冬通过在成
都卖保险、销售房子、当股票经纪人等，
不断丰富自己的社会阅历，了解市场需
求。三年积累后，怀揣着心中始终不变的
创业梦想，他辞去工作回到了家乡青神。

回乡后，刘冬并没有急于创业，而是
反复考量市场。“其实青神有很多好东西
可以推广，发展潜力巨大。一旦找对路
子，就可以利用这些年在成都闯荡的经
验干出一番事业。”回乡后的头几年，刘
冬一边做着小生意，一边潜心观察市场，
并不断读书提升自己。

2009年，与爱人的结缘明晰了刘冬

的创业路：爱人的家人在青神县瑞峰镇
上经营一个卤菜摊，由于菜品味道好，生
意不错。特别是丈母娘做的香肠腊肉更
是一绝，但因卤菜摊地处偏僻，销量并不
大。“这些东西大城市的人肯定喜欢！”凭
着多年在外地摸爬滚打的经验，刘冬认
为，如果营销得当，丈母娘做的香肠腊肉
肯定大有市场。

找准定位 勇敢创业

2009 年，刘冬和爱人拿出积蓄 3 万
元钱，在青神县城郊租了一个 200 平方
米的旧厂房加工香肠腊肉，开始了自己
的创业梦。

每天早上 6 点，刘冬先去市场采购
新鲜猪肉，又踩着三轮车将满满一车肉
载回加工厂，交给丈母娘加工，这些加工

好的香肠腊肉分销给农贸市场摊主。
丈母娘做出的香肠腊肉口味受到消

费者一致肯定，刘冬又开始思考发展之
路：要想干出名堂就得像那些大公司一
样树立自己的品牌，有了品牌才能将生
意做大做强。他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大
力支持，“这件事情就由你做主，我们全
力支持！”

此后，经过深入的市场调查，刘冬发
现，青神当时的香肠腊肉门店都位于农
贸市场周边，空间狭小，既没有装修，卫
生条件也不好。于是，“不走寻常路”的他
向亲戚借了几万块钱，租了一个好地段
的门市并认真装修了一番，还取了一个
响当当的名字——“老丈母”腊肉。

为了让更多人记住“老丈母”腊肉，
刘冬还特意设计制作了一条 2米多长的
腊肉，骑着三轮车，打着“腊肉还是老丈

母做得好”的标语，满街巡展，让“老丈
母”腊肉在青神县“一炮而红”。

转战电商 终获成功

仅仅在青神出名还不够，刘冬的目
标是把“老丈母”推向全国。2010年，刘冬
开始进军电商市场。

最初，刘冬觉得电商很简单，就是一
台电脑一根网线的事情。但深入实践后
他发现，人家的网店生意兴隆，自己的却
没什么人光顾……

于是，刘冬又开始调整思路。他将
“镇店之宝”——青神史上最长腊肉做成
了龙的造型，并取名“青神龙肉”进行宣
传，迅速在网上积累了大量的关注度和
超高的人气。同时，他还通过参加县里开
办的免费电商培训班打开眼界，通过学
习改变自己网店理念不先进、管理不细
化、不会维护老客户等问题，并成为青神
较早一批采用OTO模式的线上线下一
体化电商。

功夫不负有心人。网店销量从 0 逐
渐上升到30斤、100斤、5000斤、50000斤
……随着口碑的打造和回头客的口口相
传，“老丈母”慢慢有了名气。

2013年，刘冬将原来几百平方米的
工厂扩大到 5 亩，香肠腊肉年产量提升
到300多吨；2014年，“老丈母”腊肉通过
电子商务和线下实体店的销售，营业额
一下子就从 2013 年的 80 万元飙升至近
千万元；2015年，刘冬拥有了完善的香肠
腊肉加工工厂，配备了专业的电子商务
运营销售团队，并获得了“眉山市返乡创
业明星”称号；2016年“老丈母”香肠腊肉
获得了眉山市知名商标；2018年，刘冬的
公司获得了青神县十佳电商、优秀民营
企业称号。

身为人民警察，要说胡波最对
不起的人，那就是自己的父母妻儿。

胡波的老家是距离威远1584公
里外的安徽定远。2017年 6月，母亲
因胃癌病危住院，作为儿子的胡波
本该到病床前照顾母亲，但当时胡
波是威远首例“POS 机盗刷银行卡
案”的主办民警，抓捕工作在即，母
亲又在病床上奄奄一息。6 月 20 日
22时，正在山王镇开展侦查工作的
胡波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那头传
来一阵哽咽的声音：“小波啊，你妈
走了。”

突如其来的噩耗犹如晴天霹
雳，胡波一下跌坐在地上，但他仍然
强忍悲伤，将手中事宜处理完毕后
才回家奔丧。

转过身去，丧母之殇痛彻心扉；
转过身来，他擦掉泪水，又奔赴战场。

“干了公安这个工作，家里基本
上就指望不上我了，他们现在也理
解了。”谈及家庭，胡波用听似云淡

风轻的语气说。
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胡波把

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工作，无暇顾及
家庭。妻子曾艳梅是龙会镇卫生院
的一名医生，为了支持胡波工作，一
直默默地照顾好家庭。每每因为工
作和家人爽约，胡波只能在心里和
家人说对不起，家人的宽容理解也
带给他无穷的工作动力。

由于一直忙碌在一线，办案时
经常错过饭点，饥一顿饱一顿，让他
落下了严重的胃病，难受时吃点药
顶一顶，继续坚持；没日没夜地钻研
案件、了解民情，不知道舍弃了多少
个假日，错过了多少次团聚，双鬓白
了，皱纹多了……但他依然无怨无
悔地为群众服务，坚持“值好每一个
班、处好每一个警、办好每一起案
件、接待好每一位群众”。他以实际
行动诠释了人民警察的责任和担
当，谱写了一曲公安民警一心为民
的正气之歌！

胡运海：云海茶山绣“美工”
□ 陈本强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王晓英 文/图

人物名片
胡运海，中共党员，万源市白羊

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达州市茶叶
行业协会副会长，万源市茶叶行业商
会会长。致力于富硒茶叶生产、加工
和销售，发展“云海茶山”富硒标准茶
园8000亩，带动白羊乡7000余人成
为专业茶农，去年实现茶业产值8000
多万元，帮助白羊乡成为万源市唯一

“产业强乡”，“一片叶子带富一方百
姓”的致富模式在万源全市推广。云
海茶山被评为“四川醉美茶乡”；胡运
海发起研究的“野生甜茶资源开发利
用研究”课题获万源市人民政府科学
技术进步三等奖；本人获四川省劳动
模范，达州市农村乡土人才创新创业
二等奖、百姓学习之星，万源市优秀
共产党员、创业之星等荣誉称号。

人物心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

年的实践证明，产业好家乡才能发
展好。十分欣慰的是，白羊乡茶农
已经从中受益，开始抱团发展，进
入良性循环，希望借助脱贫攻坚的
好政策，有更多青壮年能回乡创
业，加入“中国硒部茶园走廊”建
设。我要继续沿着“茶旅融合”的道
路深耕细作、创优做强，真正让最
美茶乡的人生活更美好。

人民警察为人民
1个月收到5面锦旗和感谢信

——记威远县城北派出所民警胡波
□ 周雅涵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毛春燕 文/图

网上卖火“老丈母”味道 打工仔“变身”总经理
□ 王丽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常坚 文/图

今年 40 岁的刘冬是青神县
青城镇花园社区人，16 年前，他
还是个名副其实的“打工仔”，
在成都卖保险、销售房子，每天
为房租、水电和三餐四处奔波。
如今，他却“逆袭”成为年销售
额 1600 万 元 公 司 的 总 经 理 ，借
助“互联网+”，他将自己创立的

“老丈母”品牌香肠腊肉营销到
全国。

晴天一身土，雨
天一脚泥；风里来，雨
里去，他总有值不完
的勤、处理不完的民
事纠纷。13 年来，他
扎根基层派出所，始
终牢记“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获得了辖
区百姓的好评——他
就是内江市威远县城
北派出所民警胡波。

自 2006 年 参 加
公安工作以来，胡波
参与破获各类案件
100 余起，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70余名，
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
员、先进个人、破案能
手等，荣立个人三等
功1次。

今年1月17日17时，姚先生到城
北派出所报警求助称，自己的白色电
瓶车被盗。接到警情，胡波和同事迅速
开展侦查工作，进行现场勘查，走访周
围群众。但因现场提供的信息量不足，
一时无法获知犯罪嫌疑人的详细特
征，案件侦破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随即，侦查员转换了工作思路，
从细节出发，扩大视频侦查范围，昼
夜研判分析。

在胡波查看了 47处监控、累计
长达200多小时的监控视频后，犯罪
嫌疑人的作案轨迹被还原，一犯罪
嫌疑人被锁定，胡波和同事采取蹲
点守候的方式在网吧将犯罪嫌疑人
李某抓获。

“本来已经没想找回我的摩托
车了，没想到你们民警真为我找回
了摩托车，你们不愧是人民的好警
察，真是太感谢了。”4 月 8 日，姚先
生将一面写有“心系群众，为民服

务”的锦旗送到城北派出所，以感谢
胡波警官破获摩托车被盗案，挽回
其财物损失。

3 月 10 日清晨，胡波和同事在
城北中学附近巡逻时发现一位老人
躺在路边，经过耐心细致询问，发现
该老人是因醉酒而找不到回家的
路，在路边躺了一夜。

在与老人交谈中胡波发现，老
人患有轻微的智力障碍。随后胡波
用人像比对技术查询到老人的信
息，通告其家人后将老人送回家中。
老人的家人万分感谢，专程到派出
所送上一面锦旗。

“派出所吗？我家孩子走丢了”
“警察啊，我要报案，我的摩托车找
不着了”……在基层派出所，胡波每
天都会接到各种各样的求助报警，
他总是耐心解释，认真对待，因为

“百姓的平安幸福，是公安人最美好
的心愿”！

如果说专业技术让胡波屡破
“大案”，那么紧盯民生“小案”不放
手，则彰显了他守护民生的坚定信
念。胡波到城北派出所参加工作以
来，1个月内就收到了群众送来的 5
面锦旗和感谢信，受害人纷纷感谢
他为其追回被盗财物。

受害人张女士说：“当初我的手
机丢了报过警，事后我质疑过，这么
小的事情，警察会管吗？”当案件破
获并找回手机后，她感动地说：“你
是一个负责任的警察，这么小的案
件都用心为我们去破案，你就是我
们老百姓的守护神。”她说的这个人
就是胡波。

案件虽小，伤害的却是老百姓
的切身利益，影响的是群众对公安
工作的满意度，对社会治安的安全
感。案件发生后，胡波反复调阅视频
监控，研判作案规律，蹲点守候，将
被盗的手机、电动车等财物追回，并
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2018年10月11日，居住在自贡
市贡井区的黄某外出后将电瓶车停
放在自家楼下，谁知第二天发现电
瓶车“不翼而飞”。由于黄某即将外
出务工，报警后便没再过问，本以为

电瓶车丢了找不回来，谁知今年3月
却接到城北派出所的电话，叫他到
派出所来认领自己的电瓶车。

事隔 5个多月还能追回被盗车
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胡
波在办理一起手机扒窃案、审讯犯
罪嫌疑人卜某过程中，卜某万分焦
急请民警帮他联系家人，说要“喊人
帮忙把车子骑回去”。

出于职业的敏感性，民警怀疑
该车辆疑似被盗车辆。在卜某的带
领下找到了该电瓶车，经核实，该辆
电瓶车果然就是 2018 年 10月 12日
在自贡市贡井区被盗的车辆。犯罪
嫌疑人卜某见犯罪事实暴露，对伙
同他人在自贡市贡井区盗窃电瓶车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该犯罪嫌疑人是一名盗窃惯
犯，有着“五进宫”的案底，正是由于
胡波观察细腻，反应神速，才使嫌疑
人再次被绳之以法。

“有时破一起小案，虽不像破大
案那么刺激过瘾，但为受害人追回财
产损失，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
真正体会到了警察这个职业的责任
和荣誉，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在记
者与胡波交流时，他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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