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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手术的大姐想讨一点猪油，
“云和猪肉哥”送她 8 斤肉。过去 13 年，他一直在做公益，
还常把视频发网上。做好事为什么要留名？他说——

有热心人看到，
一起来帮助的人就多了
A

“给点肉算不上帮忙
一座城帮一个人不难”

费帮老人理发，公益之路就此起步。后来又加入
一家爱心协会，公益活动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朱丽珍

他在抖音上发出视频后，常有不少网友留言

潘东的猪肉铺在云和县南门路 21 号，采访当

44 岁的潘东，是丽水云和县一家猪肉铺

天，云和下雨，到下午 5 点左右，他还剩 20 多斤猪

的老板。店铺开了两年多，一天就卖一头

肉没卖掉。

猪。除了猪肉铺老板这个身份，他还算当地

潘东的想法，也得到了老婆的支持。
“她也是

一个
“小网红”
，经营的抖音号有 2.8 万粉丝。

农家出身，很淳朴。”头几年，潘东在景宁卖过水

这几天，潘东在网上又火了一把，
连他自

果、海鲜，一辆车的流动摊位，
赚不了什么钱，
有时

己都有点意外，直播间涌进来好多人，
都在刷

候还亏钱。这两年有了固定店面，卖起猪肉，
收入

他
“送了 8 斤猪肉”
的事。

比之前翻了近一倍，
“一年能挣十六七万了，我们

事情发生在 11 月 19 日早上 8 点 27 分，他正
在店铺抽烟，远远看见一个大姐撑着伞走过来。
“老板，生意兴隆，能不能帮一下忙？”大姐弱弱地
求助，她看起来 50 多岁，衣服很旧，人看着也没什

帮上忙。”

8 斤猪肉，潘东觉得不准确。几天前，有

么精神。
“你遇到什么困难了？”潘东问。

求助。
“只要符合自己感觉的，我就会看看能不能

夫妻就商量，没有负债了，
每年拿出几万块钱做做

个大姐来到他的猪肉铺前，想要一点猪油。

好事，还是可以的。
”

大姐说她做了手术，家里没油吃。说着，
她拉

看她生活困难，潘东给了她 5 斤肥肉、2 斤猪

去年，潘东就跑了 40 户家庭，拍了 100 多个

起衣服，
露出肚脐边上的刀疤，有十五六厘米长。

皮和 1 斤半肥半瘦的肉，加起来总共 8 斤左

公益视频，赞助出去 8 万元钱。
“ 其中一万七是来

右，价值八九十块钱，但他分文未收。

源于社会的爱心款，
其他都是自己掏的。”

潘东二话没说，给了大姐 5 斤肥肉、2 斤猪皮

这事怎么就火了？潘东摸不着头脑，他

和一斤多半肥半瘦的肉。他觉得，这年头要不是
真的遇到困难，谁会为了一点猪肉放弃尊严？

觉得相比之前做的好事，这根本算不上什么。

己 的 抖 音 号 上 ，没 想 到 有 680 多 条 留 言 ，还 有

C

猪肉铺老板、抖音博主、热心公益者，8

这个视频，被店铺的监控拍下，
潘东发到了自

斤肉背后，
是潘东三重身份交织带来的故事。

7000 多个点赞。

“多挣一万元
就可以多看 10 个老奶奶”
通常我们设想的
“标准好人”，是淡泊名利，
一

当然，
也有网友担心，
会不会好心被利用。潘

心行善，
做好事不留名，
但潘东可能会颠覆你的想

东回复：
“几十块钱而已，没事，遇到了就帮一下。
”

象。他在抖音上，记录着公益队伍帮助他人的点

潘东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这段时间肉价稍降，
给出

点滴滴，
置顶的三条是在给残疾人、环卫工人送爱

去的这点肉和肉皮，
大概值八九十块钱。

心。显然，他也在意流量，也包括流量背后，能带

事情发生后，
潘东并没有放在心上，但大姐还

来实实在在的金钱。

记得，第二天特地到店铺来表示感谢。

仅 11 月 22 日这天，借着给大姐送免费猪肉

“我跟她说，大姐，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

的流量，他的抖音号上涌进不少慕名来“打卡”的

别放在心上。”可惜潘东没有留下大姐的联系方

网友，给他点赞的同时，他挂在“小黄车”
（抖音小

式，这几天他也在找人，
“给她这么点肉，其实帮不

黄车是商家的抖音小店，还能看到卖家淘宝里面

上什么忙。我边上摊位空着，她可以摆个摊卖卖

的商品）里的刀，也卖出了 67 把。
“每把刀能赚 11

水果，有点收入，混口饭吃应该不难。”

块多，这一下就赚了六七百块钱。”

为什么要这么热心？潘东说，大家都不容易，

潘东毫不避讳自己靠此赚了一点钱，他把这

能帮都帮一下。
“我背后还有粉丝，带动一下大家，

笔钱，换成了物资，去看望在东坑镇株树根村的一

一座城来帮一个人，
没有那么难。”

位老奶奶。

B

今年潘东的计划里，有六七户老人是必须去

潘东（右）去看望老人

“我那时候就立志
等有钱了要做有意义的事”

看望的。
“ 一般会买猪脚、油米，再加上现金 500
元，每户差不多要 1000 元起步。”在他看来，抓住
流量赚钱，这没错，
“多挣一万元就可以多看 10 个

其实，潘东做公益已有 13 年。网上搜一搜，

老奶奶。”

还有他给当地环卫工人送猪肉的报道，他被当地

当然，
这样的
“人设”，
也不容易被理解。有网

称为
“云和猪肉哥”
，不少媒体点赞。

友留言，质疑他这样做的目的。潘东并不在意，

“去年最多的一场，送过近 800 斤肉，给云和

“别人怎么说不重要，我问心无愧。冷冰冰的刀能

的 360 多位环卫工人。有学生得了脑瘤要动手

卖出温度，
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够了。”

术，我筹集过 6800 元善款；前段时间得知云和有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得知情况后，决定联合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为他颁发正能量特别奖，并

个 87 岁的老人生活困难，我也送过 800 元钱，还
有肉和油。”

送上 5000 元奖金。

潘东的抖音号上，常常会发这类视频，
“有热

天天正能量的颁奖词写道：

心人看到，
一起来帮助的人就多了。”

猪肉暖胃，那个送猪肉的人，暖心——是摊

潘东来自景宁，小时候家里苦。
“亲戚朋友都

主，也是公益人，左手成就自我、右手温暖世界，

看不起的，我那时候就立志，等以后有钱了，要做

“猪肉哥”，
大情怀，了不起！

有意义的事，让他们都刮目相看。”

面对奖励，潘东不扭捏：
“谢谢，
这是我最喜欢

潘东给大姐送了 8 斤肉（视频截图）

13 年前，潘东加入了美发协会，常去乡下免

的东西。年底到了，
可以帮助一些老人办年货。”

淳安富文：
红色领航扬起“未来乡村”风帆
“请将手臂放置壁筒，手心向上，现在开始测

造未来教育这一特色场景，突出未来邻里、文化、

量……”近日，在杭州市淳安县富文乡富文村健康

低 碳、智 慧 等 四 个 亮 点场景 ，创建乐游型未来乡

小屋内，准备去干活的卢来根大爷正在测量血压，

村。

设，推动两个村合作共赢。
“针对不同管理群体，我们还推出浙里未来乡村
管理端、
‘村里办’
用户端、
‘二十四节气游富文’
游客

“我平时血压有点高，需要定期检查，现在有了健

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该村开发村

端。同时，
引进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开展后期运营，通

康小屋，我自己就可以操作，还可以配药，比去医

民“一户一码”应用场景，探索“党员+志愿者+特殊

过红色引领和数字赋能实现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

院方便多了。”

群体”的治理模式，通过扫描户码，快速了解每户的

级。”富文村党委书记王佳明说。

作为浙江省第一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富

基础信息、两保缴纳、疫苗接种情况等内容，方便信

未来的富文村，还将继续探索乡村打开的新模

文村始终坚持“微改造、精提升”，在美丽城镇创建

息采集和日常服务。同时，和方家畈村党支部开展

式，不断提升游客接待环境和接待水平，实现从美丽

的基础上，按照“氧生富文·恋未来”的创建主题， “双百结对 共建共享”帮扶共建活动，
通过富文土烧
以党建统领、数字赋能、产业升级为抓手，重点打

这一共富联合体，
推进土地流转、酿酒原材料基地建

乡村到未来乡村再到共富乡村的完美蝶变。
章银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