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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驻洋溪袁
没日没夜感受深袁
帮扶三户贫困户袁
实现脱贫梦成真遥

小春拆旧建新啰袁
四改四有受益多袁
如今外出谋发展袁

新房钥匙交给我遥

桂平智力不太好袁
安排村企打工了袁
帮扶措施贵精准袁
造血总比输血好遥

永青家境真不好袁

上有老来下有小袁
二不愁加三保障袁
紧皱眉头舒展了遥

只要村民过得好袁
我们辛苦也值了袁
乡村振兴你我他袁
富裕瑞金靠大家遥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后袁 我结对
了五户贫困户袁 他们的故事各有不
同袁让人喟然长叹遥 今天单说我的结
对帮扶对象要要要丁流生遥

丁流生年逾古稀袁 是一名有着
3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遥 记得第一次
去他家袁是 2016 年 7 月初遥 穿过松
山坪广场袁 步行 5 分钟就是丁流生
家袁一到他家的禾坪上袁我就被一股
难闻的气味熏得步步后退遥 掩鼻往
里袁但见家里四面漆黑袁鸡鸭在饭桌
上自在觅食袁 一个不足 3 岁的孩子
蹲在地上袁玩着地上的鸡粪袁见到生
人袁 原本无拘无束的鸡鸭突突突地
全部飞了起来袁好一会落到地上袁我
已经是一身鸡毛袁 刹那间我只感觉
到头脑一片空白遥

惊魂未定之中袁 一个肥胖的女
人从房间里慢悠悠地走了出来袁她
的头发很乱很蓬松袁裤脚挽着袁穿着
一件暗红色的短袖 T 恤衫袁 年龄已
是知天命的光景遥 她陌生而冷淡地
看了我们一眼袁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袁
就开始赶起了一屋子的鸡鸭袁然后袁
看都不看我一眼袁 折回了那个阴暗
的房间遥

第一次和丁流生见面就是这
样袁我只见到了他的妻子袁一个肥胖
邋遢到了极点的女人宋佩华遥 那一
天袁丁流生下地干活去了遥 望着这个
被古树掩映着的农家小院袁 我的心
像被一层厚厚的灰给蒙上了一般袁
异常的不适遥

此后的两年袁我慢慢了解到袁宋
佩华原来是一个下放知青袁 是丁流
生的二婚妻子袁一身沉疴遥 丁流生已
近古稀之年袁家有薄田两亩袁做过十
几年的村干部袁老党员袁一个女儿刚

刚成年袁两年了只见过一次遥 第二次
去丁流生家袁是一个礼拜之后袁这一
次总算是见到了丁流生本人遥 丁流
生个子高高的袁 身材枯瘦袁 微驮着
背袁穿着米色的长袖衬衣袁只扣着两
粒扣子袁露出胸前凸起的骨头遥 看到
我们袁他呵呵地笑了笑袁问他什么袁
他总是先叹一口气再回答遥

我微笑着看他袁 他的脸板结着
一生的哀愁袁 牢固地似乎永远也驱
散不开遥

我却不知因何而充满无畏的自
信袁心想袁我定是要驱散他们板结在
脸上的哀愁袁 定要看到他们脸上露
出发自肺腑的笑容遥

两年来袁 我抓住每一次利好的
政策袁 帮助他们一步步改善居住的
环境遥 改水袁改厕袁改房袁更换琉璃
瓦袁安装明亮的扣板.....他们的家袁在
抽丝剥茧般地浴火重生袁 在一步一
步的共同努力之中袁 一个暗无天日
的家开始焕发出生命明亮的色泽遥
看着粉刷一新的墙壁袁 白色充满喜
悦的干净袁 让宋佩华情不自禁的拣
起搁置多年的绣花手艺袁 一气呵成
秀出了四副野梅兰竹菊冶四君子的图
画袁并找了一家装裱匠装裱起来袁挂
在了正厅遥

但是一直喜爱养小动物的宋佩
华袁让我十分头疼遥 基本的硬件解决
了袁但是鸡鸭仍然到处跑袁让环境卫
生成为了脱贫路上十分头疼的难
题遥

每一次去他家袁 我用尽三寸不
烂之舌袁 动员他做好人畜分离的思
想工作遥 终于在今年的初春袁丁流生
夫妇自己动手袁建起了鸡舍袁将小动
物都圈养了起来遥 我组织村里的妇

联袁动用巾帼志愿者的力量袁帮助他
家进行了从上到下袁 从里到外的环
境卫生清洁整治遥 用清水将沉积多
年的鸡鸭粪便全部冲洗干净遥 我让
志愿者们找来了一些废弃的酒瓶
子袁在他们家屋后袁摘了一些野花袁
将瓶子擦洗的透亮袁装上清洁的水袁
将野花用剪刀仔细的修剪了一番袁
插到了瓶子上袁四瓶野花袁让整个屋
子一下子就靓丽了起来袁 温馨的气
息袁让周围的领居们纷纷跑来观赏遥
慢慢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看遥
他们口耳相传袁纷纷在说院野是的袁这
是全石背原本环境卫生最差的家袁
但是他们家现在比全村 90%以上的
家庭都要更为温馨和整洁冶遥 大家无
不啧啧称奇袁 原来无救只是一种自
我否定袁一切都是事在人为呀遥

周围的邻居们都说袁 一辈子没
有见过丁流生扫地袁 现在丁流生每
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叠被扫地遥
看到我们总是老远就开始笑呵呵地
打招呼遥 他的妻子身体似乎也一夜
之间好起来了袁 夫妇的精神面貌已
不同于往昔袁满脸都是亮堂堂的遥

在党的关怀下袁连同村委尧妇联
一起帮助丁流生种植起了五亩脐橙袁
办理了低保袁医疗四道保障线更是解
决了看病难的问题遥 现在的丁流生袁
住在干净温馨的家里袁时不时还会在
古树下面袁拉起多年不拉的二胡遥

小满刚过袁 初夏的天在南方很
是炎热袁二胡的曲调古老而沧桑袁微
风轻轻荡漾袁树下的人们拍手叫好袁
起哄着再来一曲遥 丁流生的脸上泛
起安详宁静的微笑袁 那双拨弄琴弦
的手袁似乎重生一般袁生长得越发柔
软而充满力量遥

一片扶贫的茶叶
阴云帆渊日东冤

我愿意把一片茶叶说成马蹄的一双蹄痕
它有漫漫长路袁有一望无际的辽阔的梦想
要把小路跑成大路袁泥水路跑成水泥路
田埂路跑成办公大楼放射状的走廊
茶马古道跑成云朵之上的互联网
在扶贫队员的眼中袁绿茶尧白茶尧黄金茶
是同一种茶袁都是奔跑中的好马
是访问中的一声温暖袁识别中的一种情怀
一批会议中坚定的担当袁一打表格中实在的厚度
以及一座山不被挖掘机搬走的产业支撑

我愿意把一片茶叶说成一双伸出的手
当它插入沸腾的生活袁就握住了
生的苦尧爱的涩尧梦的香和回味的甜
它收集星星和霞光袁在新叶上凝聚露珠
收集汗水和泪水袁洗涤老叶上的尘埃
一片青春里离开枝头的茶叶
在千眼铁筛中分级的茶叶袁杀青的茶叶
刀叉揉捻的茶叶袁烘焙之火中翻腾的脱水的茶叶
在扶贫队员的眼中袁是神奇的一双手
能扶直一缕缕袅袅上升的炊烟
能给一座山捧回朝阳和月牙的笑脸

我愿意说对襟衫的布纽扣
它一把扯开袁向春风敞开胸怀
我愿意说保障房中新家具的铁铰链
它一头扣住山村袁一头扣稳富裕
我愿意说农家书屋的双开门
说门里的一副老花眼镜
说眼镜下刚刚翻开的一本书
它左边是明亮袁右边是安详
我愿意说一杯空明中慢慢泡开的茶叶
在扶贫队员的眼中袁那舒展的两片叶子
多像蝴蝶张开的翅膀
让一座山突然有了飞翔的欲望

把承诺写进大地
要要要题野扶贫干部冶

阴朝颜渊文学院冤

他们以爱的名义袁说出的那些
承诺
已经在季节里发出了欢喜的声音
野扶要要要贫冶
每一个音节的发出袁都摇曳着
四月春风的温暖

他们爱这个世界
所以冰雪消融袁黑夜点亮辰星
他们有着火一样的热情
更藏着金子般的实心
让信任在人间生根发芽
让一颗心与许多颗心
贴得更紧

他们热爱这一片肥沃的土地
乐意在田垅上袁结一串洁白的花穗
让暖风缓缓吹过
用大树那丰盈的根须
将大地一寸寸丈量

有一天
他们要让秋天的盛会更加绚烂
只需要一些雨露的滋润
只需要一些阳光的爱抚
他们就要让土地捧出满天满地沉甸甸的
金黄

颂扶贫工作者
阴钟明山渊象湖冤
逸骏曾千里袁怀珠向未闲遥
文华腾紫气袁景祚霈南山遥
求瘼晨昏际袁扶贫市井间遥
民生无小事袁国梦最相关遥

直坑田园好风光
阴张永林渊法院冤
黄柏直坑非等闲袁
七山二水剩一田遥
丘陵地带种脐橙袁
田里满栽藕荷莲遥
扶贫政策民心暖袁
群众致富乐翻天遥
置身橙海绿无垠袁
小康路上奔向前!

精准扶贫赞
阴朱景发渊文联冤
浩荡东风劲吹来袁
扶贫花朵遍地开遥
佳政连颁铺新路袁
善心结对建舞台遥
种植养殖增效益袁
经商务工赚钱财遥
齐心共铸康庄道袁
甩去穷帽把头抬遥

幸福像花儿一样开放
阴吴丽华渊云石山冤

扶贫记 阴刘强渊卫监局冤

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朱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