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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农带着孩子在韩国大使馆前讨说法

2200 吨出口大蒜被韩国退回

蒜农负债百万面临债主逼债

春节期间拖家带口来到北京

山东蒜农在北京的 春节

跨国贸易变成巨额债务

“不知道这些债我这辈子能不能还完”
去年 12 月，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通过招
标向山东临沂兰陵县蒜农收购大蒜 2200 吨。大蒜
在发货前，整体备货流程均有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
公社专职人员在场监督检查，并在韩国方面验货合
格之后方才装箱发货。但货物到达韩国釜山港口
后被韩国农管所认定为质量不合格，韩国方面要求
货物全部返送回中国。
这次贸易前期几乎所有费用都由蒜农承担，这
给集资促成此次贸易的山东蒜农造成巨大经济损
失。原本平均年入 7、8 万，在农村过着小康生活的
蒜农，一夜之间负债上百万。
“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
能还得完。
”
蒜农张则营说。
几位蒜农都是土生土长的兰陵县人，兰陵县是
大蒜种植基地，几乎家家户户依靠种植和买卖大蒜
生活。蒜农任强说，自己上学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
了，辍学后就骑着自行车，车上用麻袋装着大蒜，走
村串巷去贩蒜。从十二三岁一直干到十七岁左右，
之后跟着别人进城去打工。二十岁出头，本着“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想法，又回到村里做大蒜生
意，依靠大蒜赚钱娶了老婆，生养了两个孩子，到现
在，已经做了 20 多年大蒜生意了。
“这么多年，从来
没遇到这么大的坎，以前做生意赔钱了，手里还能
有点本钱继续做生意赚钱，把资金周转起来，这次
手里一点钱也没有了，也没人愿意再借钱给我们
了，
银行也不贷款给我们，
我们的出路断了。
”
这位山东汉子说着说着就抹起了眼泪：
“太心寒
了，没办法了。”他说，父母在农村老家，为了给自己
省钱，
能少吃一顿饭就少吃一顿，
自己劝也没用。这
次带着老婆孩子来北京，任强身上只带了 1600 块
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余钱，花完了就去北京街头
找个活儿干，
“苦力活儿脏活儿累活儿，我都能干。”
看着任强抹眼泪，其他几位山东汉子坐在旅馆的小
床上，
都叹着气，
用手一遍遍摸着脸，
沉默不语。
王连全 60 多岁的父亲坐在宾馆的小床上照顾
着不满 10 岁的三个孙子，很少抬头说话。王连全
说，父亲担心自己在北京的情况，一定要跟着来，只
好留母亲一个人在家里，这几天老家亲戚打电话给
自己，说母亲生病去医院了，
“ 我母亲她心情不好，
心理压力大，在家也不想吃饭，还要面对来家里催
债的人，身子就扛不住了，她不让亲戚告诉我们她
生病了，我亲戚偷偷打电话告诉我们的。”王连全的
父亲在犹豫要不要回老家照看自己的老伴儿：
“我
两边都担心，
都放不下。
”
任强说，自己之所以把老婆孩子都带来北京，
是因为家里实在没办法待了。
“都是上门要债的人，
咱欠了人家的钱，实在对不住人家，不管咱出了多
大的事情，都不能坑别人，但咱现在真的没钱了。”
蒜农张则营也说：
“我平时不欠任何人的，可现在面
对这么多的债，我真的无能为力。我上有老下有
小，
必须扛住，
实在扛不住了就只能借酒浇愁。
”
正说话的空当，任强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
手机，脸色沉重了一些，拿着手机走出房间去接电
话。旁边坐着的蒜农说，肯定是催债的，
“他一天接
到 3、4 通催债的电话，不管他说什么人家都是逼着
还债，
压力特别大。
”
谈话的中间，
王连全的妻子出去买了点香蕉和橘
子放在床上，
让大家吃。房间里大人们都没有动，
小
孩子们从其他房间跑进来开心地拿着吃。任强的女
儿也跑进来，
看到香蕉很兴奋地伸手要拿，
任强小声
呵斥了一句，
示意女儿不要拿。女儿很失望地看了一
眼香蕉，
沮丧地走出门去。其他蒜农看到了赶紧拿着
香蕉说：
“让孩子吃啊，
孩子想吃就让孩子吃。
”
任强低
着头，
用手擦着眼睛说：
“是人家花钱买的。
”
蒜农们都说，
因为对方是韩国政府机构，
大家一
直都十分信任对方，
觉得既然是政府行为，
起码不会
欺骗大家，但没想到，这次贸易过程中，韩国方面多
次出现不合情理的行为。“这次实在太冤了，韩国
那边没有诚意收购我们的大蒜，
我们赔得太冤了。
”

两点一线的生活

“有人愿意关注我们，就是对我们的恩德。”
自2月9日来北京后，
蒜农一行近30人租住在北
京东城某地下室旅馆内，
其中有10多个孩子，
最大的
不过12岁。能住3个人的房间，
他们挤了7个人。每
日三餐吃的都是从山东老家带来的煎饼和咸菜，
再买

与韩国的 2200 吨大蒜出口贸易，成为了山东临沂兰陵县的几十位蒜农羊

年春节最大的期盼。然而，就在春节临近时，因为被韩国农管所认定为质量不
合格，被退货的蒜农们一夜间由坐等韩方结款变成了负债上百万。
临近年关，走投无路的蒜农们带着妻子、孩子、父母等家人，一行近 30 人从
山东临沂兰陵县老家来到北京，在韩国驻华使馆门前和租住的地下室间过着两
点一线的生活。
除夕夜，蒜农王连全夫妻带着 4 个孩子，窝在 3 人间的地下旅馆内，吃着从
老家带来的山东煎饼和咸菜，在异地他乡，过了一个没有饺子、没有团圆饭、没
有亲戚朋友的新年。

对我们的恩德。
”
在韩国驻华大使馆门口的时间漫长而无聊。
孩子们就坐在路边马路牙子上，并不追逐打闹，小
一点的孩子一会儿就伏在妈妈肩膀上睡着了，爸爸
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裹住熟睡的孩子。
“ 想不到其
他的办法，只能这样了”，王连全一遍遍说：
“怕孩子
们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些日子。
”
中午吃饭时间到了，大家走到一处墙壁边，从
车里拿出备好的暖壶、煎饼和饼干。任强的女儿熟
练地接过泡面和饭缸，自己倒了热水泡面，坐在地
上靠着墙一个人埋头吃起来，有比自己小的弟弟妹
妹跑过来想蹭着吃，她就夹一点面喂给别人。大人
小孩沿着墙蹲了一排在吃饭，6 岁的成成拿着饼干
沾着白开水吃得热乎，王连全和几位蒜农剥几颗从
家里带来的大蒜，
就着煎饼吃起来。
吃过饭，几个孩子在难得的空闲时间做起了游
戏，他们坐在地上叠罗汉，一个不小心一排人都摔
倒在地上，
却也还是开心地笑着。
因为下午 5 点后外地车辆限行，4 点左右，蒜农
们开始准备回旅馆。冬天的北京天色渐暗，冻了一
天的蒜农们进了旅馆就坐在床上边取暖边休息。
因为第二天是周末，韩国驻华使馆并不上班。几位
蒜农商量，是不是出去找个按日结算的工作打点零
工赚点钱。
晚上 6 点多钟，
北京华灯初上，
几位蒜农拉着孩
子走在二环路上，高楼林立，车来车往，孩子们一直
指着路两旁的高楼说：
“这楼真漂亮。
”
赞美的声音和
小小的身影，
转瞬就淹没在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

大人给孩子身上贴上标语

地下室里的年夜饭

“过年这件事情，
和我们家无关了”

孩子们和家长在路边就着大蒜吃午饭
点方便面和饼干，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食物。碗筷、
暖
壶都是从山东带来的。
“我们带的煎饼够吃个10来天
的，
能省一点是一点，
就是委屈孩子了。
”
蒜农们每天的行程就是在韩国驻华大使馆和
租住的地下室之间两点一线地来回。早上 7 点左
右，蒜农们开始起床洗漱，地下室的窗户透不进光，
即使大白天也要开着灯，洗手间在楼道里，地下室
通风不好，楼道和房间内总有一股异味。妈妈们帮
孩子穿好衣服洗漱好后，
10 多个孩子就挤在一间房
间内围着电视看动画片，饼干沾开水是孩子们的早
饭，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王连全说：
“平时孩子们
在老家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现在孩子们都
脏成这样，
我对不起孩子。
”
一个不足一岁的小男孩坐在床上一个人爬来
爬去，王连全的弟弟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是这
次来北京最小的孩子，最近发烧了，前两天又自己
摔了一跤，胳膊脱臼了，送去医院才处理好。
“ 最近
孩子们吃得不好，北京天气也冷，好几个孩子都感
冒了。昨天给这个最小的孩子买了份粥，就买这一
份给他喝，
其他小孩没有。
”
洗漱好后，大人们拿出泡面和煎饼，各自开始
吃早饭。由于外地车辆早高峰限行，他们要等到 9
点后才能开车去韩国驻华大使馆。9 点一过，大家
起身收拾东西准备出门，妻子们灌满几个暖壶，把
碗筷、煎饼都装好，放在汽车后备箱内，孩子们前前
后后，手挽着手，十分熟练地上车坐好，一行人前往
韩国驻华大使馆。
汽车停在了距离大使馆 100 多米的地方，一下
车，刚才还很开心的王连全 6 岁的儿子成成开始大
哭，并使劲往后退不愿意去使馆门口。王连全妻子
说，之前有一次，自己带着 3 个孩子来使馆门口抗
议，被使馆区的警察带去过公安局。
“他害怕警察。”

大一些的孩子帮大人准备午饭
成成的爷爷说。记者上前问成成是不是不想去使
馆门口，成成噙着泪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
“我
爸爸的钱被韩国人骗走了。
”
在韩国驻华大使馆门前，
蒜农们拿出准备好的标
语，
孩子们主动接过来贴在自己身上。孩子们站在使
馆门口的一边，
大人们站在另一边。一旦有车辆出入
使馆，
孩子们就会冲着车喊几句：
“韩国人大骗子。
”
不时有人经过，大人们会把手里的标语举高一
点让对方看清楚。有路人停下来拍照，王连全的妻
子就冲着那人深鞠一躬，
“有人愿意关注我们，就是

除夕当天，
张则营临时决定回家，
下午 2 点才从
旅馆出发。
“ 我父母打了好几通电话，说是想孙子
了，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我不回去，家里就没人照
顾父母了。”王连全一家带着弟弟的儿子，一共 6 个
人留在了北京。
“我没有心思过年，钱都是借亲朋好
友的，
我回家了也没脸见大家。
”
王连全说。
年三十的下午，
王连全带着孩子们去旅馆附近的
超市里买了些零食和泡面，顺便带孩子们在外面转
转，
“北京的春节不如我们那里热闹，
我们农村过节气
氛特别浓，
北京的大街上都没人了，
像空城一样。
”
为了省钱，王连全一家 6 个人只在宾馆开了一
间房。除夕当晚，王连全像几日来一样，准备了泡
面和煎饼，这便是他们一家的年夜饭。
“ 没心思过
年，也没想过要吃饺子，我们在这里没有煮饺子的
条件，外面饭店也关门了，买不到饺子，随便吃点就
行了。”吃过饭，孩子们吵着要看动画片，电视一直
放着动画片频道，至于春节联欢晚会，他和妻子并
没有看过哪怕一眼。
“以前在家过年的时候，就一家人坐在一起吃
年夜饭，看看春节联欢晚会。今年什么心情也没
有，
过年这件事情，
和我们家无关了。
”
除夕夜，孩子们看完动画片就睡了，王连全的
母亲给他打电话，说着说着，母亲就哭了。
“ 我母亲
现在每天打吊瓶，还好我弟弟在家里照顾父母，我
平时做事儿挺有干劲儿的，也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算是条山东汉子，这段时间有时候真想哭，但都忍
着没哭，我总觉得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一个爷们儿
越不能被困难打倒了。
”
大年初一早上，
王连全6岁的小儿子成成一觉睡
醒，
第一句话就问王连全：
“爸爸，
咱们的钱回来了么？
咱们还有钱买好吃的么？
”
王连全一阵心酸，
说不出话
来。大年初一直至初五，
王连全一家大部分时间都窝
在地下旅馆内。
“实在没有心思做什么事情。
”
大年初六，听说韩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开始
上班了，王连全的妻子执意要带着孩子去大使馆门
前“看看”。虽然依然没什么结果，但这是他们唯一
能做的。
“她没说什么，但我知道她心里着急。”王连全
的妻子带着 4 个孩子去使馆。新年的余温还没有过
去，可他们心里却没有一点热乎劲儿，只有不断地
重复着的那句
“我们都心寒了”
。
春节万家团圆，几家蒜农在北京的某一处地
下，吃着从家乡带来的煎饼和咸菜，只希望新的一
年，事情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好的生活还有机会能
够重新再来。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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