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春的瑞林袁山
清水秀袁 和风徐徐遥
在宽敞的瑞坝公路
两旁的田野里袁随处
可见忙着春播的人
们遥他们不时低头耕
作袁 又不时遥相呼
应袁 交流着种植经

验袁谈论着秋天收成噎噎
瑞红村谢屋小组的陈翠英袁因为

克服了重重困难袁 在乡村干部和工作
队的帮助下袁发展起了养殖产业袁成功
摘去了贫困户的帽子遥 她也因此成了
村里村外有名的野巾帼英雄冶袁还引起
了市妇联的关注遥 这不袁镇里要求我们
收集好相关资料上报妇联袁 妇联要进
一步加大帮扶力度袁 帮助陈翠英做大
做强养殖事业遥

野哼哼哼冶袁在去往陈翠英家的路
上袁老远就能听到猪的叫声遥 我知道袁
这一定是陈翠英在喂猪了遥 在她的猪
场里袁我找到了正在忙碌的陈翠英遥

记得也是去年这个时候袁我们来
到她家走访袁 所见的情形却完全不
同遥 那个时候袁陈翠英的老公谢建华
要每天吃药袁 基本上没有劳动能力袁
家里还有四个小孩袁 全部还在读书袁
全家人的生活开销全靠陈翠英一人
打零工遥 因为忙着生计袁家里的环境
卫生没空搞袁到处是鸡屎尧垃圾和灰
尘袁 给人以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袁毫

无生气遥 也正是那个时候袁我们的结
对干部鼓励尧 帮助她拓宽谋生渠道袁
利用她懂养殖的优势袁发展养鸡养猪
产业遥 去年袁我们结对帮扶干部帮她
做广告尧跑市场袁帮她销售了 13 头猪
和几百只鸡袁帮她实现了近 3 万元的
销售收入遥 现如今袁陈翠英家里不但
建起了崭新的养猪场袁家里环境也焕
然一新袁不仅打扫得干干净净袁还添
置了冰箱尧电饭煲等家电遥

野妇联知道你的事迹袁 认为很有
代表性袁 要我来收集你的一些资料袁
要加大对你的帮扶力度遥 冶我把今天
来的主要目的向陈翠英说了遥 我告诉
她袁政府精准扶贫袁就是要扶像她一
样虽然暂时困难袁 但却依然非常勤
劳尧努力的人遥 我们今后还会帮她销
售袁 要她安安心心地把养殖事业做
好遥

野谢谢政府的关心帮助袁 没有你
们袁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遥 我一定
会继续努力袁把养殖事业做好袁做一
个脱贫致富带头人遥 冶陈翠英把户口
簿等资料交给我袁一边感激地说道遥

在回村委的路上袁所见的是一幢
幢刷得亮堂堂的房屋袁生机盎然的田
野遥 我相信袁有广大干部的齐心协力袁
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参与袁所有
贫困户都能够如期实现脱贫遥

渊作者系瑞金报社记者尧 瑞林镇
瑞红村第一书记冤

今天是周一遥一早袁我起身收拾进村
的生活用品遥 妻子不堪老毛病带来的全
身不适袁已经出门去遥我知道她很希望我
多陪陪她袁 但我没有时间遥 收拾好东西
后袁煮了面条袁吃过早餐袁我又花了半个
小时做些家务袁这才出发遥

来到山村袁我去找结对户遥一户户找
去袁都是野铁将军冶把门遥结对户伦荣的爱
人桂秀嫂子在附近的田里劳作袁看到我袁
起身要去找伦荣袁我告诉她袁我改个时间
再来遥 我想袁他做农活那么忙袁叫他特意
回来于心不忍袁自己多走几趟就是了遥

返回时袁 看到七十多岁的陈老阿姨
在路边树下放鸭袁 想起她上周去医院看
了医生袁我走过去袁问她情况袁得知并无
大碍袁就叮嘱她要按时吃药遥后来又看到
野空巢老人冶宜炳尧兴伟尧宜来在一起闲
聊袁就走过去袁听他们说家长里短袁给他
们讲国家政策袁聊得挺嗨的遥

傍晚时分袁 估摸结对户们应该回家
了袁我又去走访遥 结对户春生刚从田里
回来袁打个赤膊遥 见了我袁热情招呼袁并
问野要照相吗钥 冶我知道若要拍照他就要
特意去穿衣服遥 我一则不想让他麻烦袁
再则就算组织上要求工作要野留痕冶袁也
不差这一两张照片袁就回
答他野不要冶遥 春生年轻时
在工作中不慎重伤袁导致
腰椎尧颈椎尧肾脏等多处
受损落下毛病遥 去年利用
健康扶贫 野四道保障线冶
住院治疗袁 病情明显好
转袁对家里的劳动及给他
争取的扶贫专岗 渊保洁
员冤工作袁都很积极了遥 交
谈中袁 我叫他要劳逸结
合袁防止老伤复发遥

来到伦荣家袁 他还穿
着一身沾满泥浆的工作
服遥与他聊了一会儿袁不想
过多影响他袁 就先找他的

小孩遥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他小孩的学习
情况遥 因为对于伦荣而言袁我之前帮助他
爱人申请办理了残疾证袁指导其发展了养
鸡产业袁还帮助他家申请到光伏扶贫分红
等袁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袁现在他唯一
担心的就是小孩学习成绩不理想袁而他两
口子文化程度不高袁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
辅导遥 为此袁我利用走访的机会指导他小
孩巩固知识点袁同时到学校与科任老师沟
通袁商讨如何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遥

从伦荣家出来袁天色已黑遥本想明天
再去走访结对户兆华袁 考虑他白天有自
己的事情袁还是走向了他家遥兆华因为年
轻时受伤导致四级残疾袁 劳动力不强而
评为贫困户遥我动员他发展养鸭产业袁并
争取到爱心企业赞助免费鸭苗袁 帮助他
咨询养鸭技术尧联系销售成品鸭等遥他尝
到产业致富的甜头后袁 主动申请贴息贷
款袁发展养鸭尧种植油茶等产业袁如今已
成为村里知名的产业脱贫户遥 因为去往
次数多袁 我与他家关系密切袁 连他家的
野小福冶渊狗袁我给起的名字袁谐音扶贫的
野扶冶冤都熟悉了袁甚至还会在夜访后野护
送冶我遥 渊作者系市委报道组驻瑞林镇
上芫村全覆盖干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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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6 国道驱车沿着弯曲的入组
路袁 不一会儿就到了饭进塘刘文家遥 刘
文家的孩子大老远看到我下车袁就跑过
来喊着院野叔叔好袁抱抱我浴 冶女主人肖冬
秀热情招呼我们进门喝茶遥 野冬秀袁今天
我们来看看你袁家里的卫生保持得不错袁
刘蔚袁把作业拿出来我检查一下遥 冶每次
来袁我都会检查辅导几个小朋友的作业遥
野叔叔袁我考了 100 分袁姐姐没考到 100
分浴冶小女儿刘思思小声地对我说袁野没关
系袁刘欣加油袁争取下次赶上妹妹浴冶我鼓
励刘欣遥 在这个家里袁 三个在新民小学
(幼儿园)读书的孩子们争先恐后争第一
的氛围正在慢慢形成遥 环顾四周袁 粉刷
一新的房屋尧干净整洁的环境尧孩子们天
真的笑容袁贫困户精气神十足袁一切都是
那么的生机勃勃袁充满着希望遥

刘文家现在的状况袁与以前相比可
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遥 回想以前袁 村干
部带着我们初到刘文家时袁只见一幢两
层楼的房屋袁外墙没有粉刷袁内墙也只是

简单的粉了水泥袁由于没有刷油漆袁室内
光线很暗袁门前杂草丛生袁垃圾乱扔袁衣
服被褥杂乱地堆放在一起袁散发着阵阵
难闻的气味袁孩子们穿的衣服也是脏兮
兮的袁孩子们学习成绩也比较差袁看得出
这个家庭长期缺少打理袁一切都那么令
人失望袁没有信心遥 面对着这一切袁我皱
着眉头袁问女主人的状况遥 她那躲闪尧呆
滞和面无表情的神情我还记忆犹新遥

动员户主与兄弟合伙从事养猪袁从
而获得稳定的收入袁帮着解决小额贷款袁
申报新农村建设房屋立面粉刷袁差额部
分公司出资贴补袁力求减轻刘文家的负
担袁公司送上慰问金尧护眼灯尧写字桌尧电
风扇噎噎工作队方面袁我们隔三差五到
他家袁自己动手扫地尧清理门前杂物袁送
小孩上学袁辅导家庭作业袁教育全家人不
乱扔垃圾袁使用垃圾袋把生活垃圾袋装
好丢到附近的垃圾桶中噎噎

润物细无声袁在我们的努力下袁我发
现肖冬秀也在慢慢的改变着遥 衣服清洗

的次数更多了尧孩子们不再穿着脏兮兮
的衣服去上学了曰房间慢慢也变得更干
净了袁以前床上尧桌上成堆的衣服都被洗
干净放入衣柜中曰以前孩子们吃完东西
的果皮随手丢在客厅的水泥地上袁现在
都知道丢在垃圾桶内遥 以前不苟言笑的
肖冬秀袁也开始慢慢的跟我们熟络起来袁

现在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也稳步提升遥
能帮助贫困户在思想意识上跟上文

明新时代袁我非常欣慰袁而这不可能一蹴
而就袁需要久久为功遥不管扶贫之路有多
艰辛袁只要在路上袁我便只顾风雨兼程遥
渊作者系赣州铁投公司驻谢坊镇新民村

工作队队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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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良与扶贫对象商议后续发展事宜遥

杨友明为贫困家庭孩子补习功课遥

林涛帮助贫困户销售野鸡遥 本报记者袁南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