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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九月的一天我出生于大
柏地袁 那时父亲谢永垣在大柏地小学教
书袁母亲刘生娇在该校做炊事员遥我落地
后时逢国家三年最困难的时期袁家中严
重缺少粮食袁 我的同龄人几乎都有不同
程度的营养不良状况袁母亲用尽体内有
限的乳汁让我吮吸袁 加上一些杂粮袁父
母在这特殊的年代把我哺育成人遥 如今
我也将要跨入花甲之年的门槛袁回忆起
童年时期的成长过程袁 依然历历在目遥
父母的恩情重于泰山袁 我将终生铭记遥
现摘忆我童年时期的几件往事要要要感恩
父母遥

苹果的味道

孩提时代的经历袁如果回忆起来袁像
小孩子们的过家家等多数模糊不清袁然
而深深地藏在我脑海中袁 终生不忘的要
算父母对我的关爱遥 首先我要写的第一
件事情是我第一次吃上苹果袁 父亲让年
幼的我奢侈了一回遥 大概是一九六三年
我虚岁五岁时袁 父亲已调回离家近的黄

柏小学任教袁 在黄柏村大祠堂前面的民
房居住袁房间窗户小袁采光差袁显得有点
暗袁隔壁是学校的厨房袁做饭还是烧的工
友们自拌的煤饼遥 父亲把我带在身边袁
工作之余陪我玩耍袁床前桌面上有一个
小闹钟袁每晚我都早早上床睡觉袁父亲
则在煤油灯下办公袁在被窝里总能听到
野的嗒要要要的嗒冶的钟声遥 有一天本校几
个老师相邀去瑞金县城走一走袁来到村
旁公路边搭顺风车袁 父亲和几个老师
相继向往县城方向的过路车辆招手示
意袁把我也带到了县城遥 父亲拉着我的
小手走一程尧抱一程袁大家来到了现在
的八一南路袁 原瑞金电影院的斜对面袁
有一排的小商贩用簸箕放着鲜红的苹
果在销售袁 父亲便带我上前问我要不
要袁我肯定想吃袁父亲便买了一个大苹
果袁当即用小刀剖开袁我拿起便吃袁记得
清清楚楚袁这味道好香甜好香甜袁一口
气吃了半个袁还很蜜沙渊瑞金土话冤尧又
腻人袁啊浴 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品尝
到了苹果的味道袁今天回忆起来真的是
很幸福袁很幸福浴

闯过生命的难关
不记得哪年我几岁袁 肯定还是入小

学读书前袁全国都爆发流行性脑膜炎袁我
弱小的身体袁抵抗不住袁被传染上了袁全
家人都着慌遥 好在中央政府派来了部队
的军医并带上了好药进驻在黄柏鲍坊卫
生院袁父亲看见我的状况袁二话没说急抱
着我直穿田野小路袁 飞也似地送我到该
医院住院治疗袁 母亲则天天几个来回从
家里步行送饭过来并陪护我遥 经过解放
军叔叔对我及时尧有效的精心救治袁我闯
过了生命的难关袁并很快得到了康复遥 记
得苏醒过来有知觉时有一缕阳光从病房
的窗口照射到我的脸上袁真暖和呀袁一口
一口吃着母亲用调羹喂给我的饭菜袁父
母的脸上展现出了多日不见的笑容遥 出
院了袁父亲用一担小装箩子袁一头是我袁
一头是行李把我挑回了家袁 几个哥哥围
拢过来看望袁一齐从装箩子中抱我出来遥
我真幸运袁 没有留下可怕的脑膜炎后遗
症遥 长大后袁高中毕了业袁恢复了高考袁我
还考取了中师和电大袁 参加工作从事了
四十年的教书育人生涯遥

诗词三首
阴朝颜渊市文学院冤

临江仙窑谒红军广场
曲陌干戈寥落袁绵江湿雨潺淙遥
云关喋血印苍穹遥
岂因流水逝袁须待锦霞封遥

侧耳家山低唱袁垂名国运枯逢遥
谁书青史报贤功钥
塔碑诗壮烈袁松柏韵葱茏遥

五律窑祭英魂
碑前焚楮陌袁天地祭三盅遥
世纪虽遥隔袁春秋已大同遥
英魂凝碧血袁鹄志入苍穹遥
烈士流芳远袁光明磊落中遥

千秋岁窑黄花岗感怀
步韵秦观野水边沙外冶
默池桥外袁绵雨才然退遥
檐泪滴袁阶敲碎遥
花环新赠处袁风拂柔丝带遥
人肃穆袁玉碑矗立凝神对遥

举义同盟会袁豪气南天盖遥
英烈去袁黄花在遥
且从民意看袁直把王朝改遥
重祭奠袁众生景仰如江海遥

野邹师傅袁今天生意怎么样钥冶每周
一镇里例会后袁 我都会经过老邹的洗
车摊遥 野还行袁刚接了三十块开张生意袁
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好的遥 冶邹林余喜
滋滋地回答遥 野杨主任袁你来啦袁快进屋
来坐坐冶遥他老婆陈金梅正在一边摘花
生袁 把一大把白白胖胖的新花生塞到
我手里遥 夫妻俩袁你唱我和袁暖暖的阳
光打在他们勤奋朴实的脸色上袁 是那
样的幸福与自然遥

作为一名常驻干部袁 我清楚地记
得袁在推行精准扶贫之前袁他们俩是没
有这么阳光开朗的遥 邹林余袁 瑞金市
武阳镇武阳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袁
五十岁不到的他精明干练尧皮肤黝黑袁
家中有一位年老多病的父亲袁 妻子因
患乳腺增生长年吃药干不了重活袁还
有三个小孩均还在上学遥 2010年袁叔
叔干活回家时遇上了车祸离逝袁 肇事
车至今也未找到遥 住院期间花去了大
笔医药费遥 因叔叔没有结婚袁 也没有
孩子袁 所有费用都是邹林余扛的遥 雪
上加霜的是袁2012年袁 他母亲因患肺
癌去逝袁送走母亲袁背着沉重如山的债
务袁 对于一个原来在墟镇上只靠修理
自行车袁种几亩薄田维持生计的家庭袁
那真是度日如年遥

长年的贫苦袁人穷志短袁不但从肉体
上压弯了他板直的腰袁更是从精神上催生
了他对人生的彻底迷茫遥多疑袁焦躁袁与邻
里关系紧张袁 对村两委干部严重不信任袁
经常对村里的工作唱反调袁 嚷嚷牢骚多袁
让他成为了一名干部眼中的野刺头冶人物遥

2014 年袁春风化雨袁利好政策大
惠于民袁我市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袁经过
层层公示袁 邹林余被评为首批精准扶
贫户袁针对邹林余家的特殊状况袁扶贫
工作队进行了重点帮扶遥 我们不断上
门走访袁交心通气袁动之以情袁晓之以
理袁 终于打开了邹林余封闭已久的心
扉遥 经过多次交流袁提出了三条具体
的帮扶脱贫措施院1尧 因为邹林余家临
近国道边袁可以开个加水洗车店袁经过
多方奔走袁与市公路局尧镇国土规划等
单位协调袁 终于开起了一个简易的加
水洗车点袁每天收入有一百余元遥 ?2尧
考虑到三个孩子上学问题袁帮助其申

请了助学贷款尧雨露计划袁并每年资助
1000元给孩子们买学习用品袁解决了
孩子上学问题遥 3尧通过产业扶贫信贷
通袁向银行贷款 5万元袁把自己的荒山
开垦出来袁种植脐橙二十多亩袁并套种
了花生和大豆等多种经济作物遥如今袁
脐橙长势旺盛袁硕果累累袁今年有望实
现产值 8万余元袁除去一切开支袁应该
能实现纯收入 5万元遥

特别是扶贫先扶智袁 邹林余的大
儿子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袁 进入了大
三袁再熬一年就能走向社会参加工作袁
家里就会增加一名壮劳力遥 读中学的
女儿和读小学的小儿子也非常争气袁
评上了进步学生袁 平时业余还经常帮
父母捡拾落果卖袁勤工俭学样样第一遥
看着这个负债累累的贫困家庭袁 希望
大袁有奔头袁眼见目实一天天变好袁干
部现在每次去他们家走访都是有说有
笑袁真心为他们家庭感到欣慰和高兴遥

野杨主任袁我们农民不怕苦袁不怕
累袁就怕没奔头遥冶在一次例行家访中袁
邹林余讲出了这样一句心里话遥 看看
他现在的精气神就知道袁 他已经彻底
心理脱贫了遥 每次脐橙协会授课他都
抢坐到第一排袁积极提问发言曰每次村
里有公益活动他第一个报名参加院例
如上次的端午龙舟赛袁 他不但自己带
头捐款五百元袁还报名成为了队员袁当
龙舟队得了第一名的时候袁 他却因为
中暑上吐下泻袁 悄悄跑到诊所挂了三
天点滴曰每次国道上有群众需要帮助袁
他总是第一个冲出来袁 几次车祸救助
他都学雷锋不留名遥 因为常驻袁 需要
大量说话沟通袁我患上了重度咽炎袁他
默默记在心里袁 拔了很多中草药给我
晒干了泡水喝遥

我对邹师傅说院野党和组织派我们
来常驻袁对于孤寡老人袁就是来送两不
愁渊不愁吃袁四季粮食充足袁不愁穿袁四
季有衣有鞋冤袁三保障渊义务教育保障尧
基本医疗保障尧安全住房保障冤的曰对于
青壮年袁我们就是来送产业扶贫尧送智
力扶贫尧送希望扶贫遥冶邹林余紧紧握着
我的手说院野过去以为没有谁会拉一把袁
感谢党和扶贫干部的关怀袁 从今往后袁
我一定会做一个正直正派的人浴 冶

千载朱坊袁
叶茂香樟袁
荡漾水乡遥
望绵河两岸袁
柳荷村落曰
古甍上下袁
龙凤雕梁遥
规划田园袁
纵横车道袁
草药荸荠鱼米香遥

文明举袁
广场园林美袁
歌舞飞扬遥

苏区医院扶伤遥
卫生部机关驻五方遥
感红军召唤袁
全民参战袁
伤员救护袁
满地祠堂遥
革命红区袁
人民敬仰袁
造福扶贫济世昌遥

翻新貌袁
健康追源远袁
荣耀辉煌遥

走过风雨沐阳光
要要要单车修理工邹林余的脱贫之路

阴杨海恩渊市侨联冤

感恩父母
阴谢大翔渊瑞金二中冤

沁园春(新韵)

中国健康第一村

阴刘志援

野脱贫攻坚袁助力小康冶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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