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5 2020年1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李雅文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寒风冷雨，挡不住一颗火热的心。
1 月 20 日，记者托人与溆浦县两丫坪

镇提高村戴月娥约好见面。1 月 21 日上
午，村党支部书记刘成福带记者去她家，却
是“铁将军”把门。

“这个‘媒婆’忙得很！”刘成福用手机
联系，她总是不接电话。

知情人说，在提高村，戴月娥知名度很
高。原因是她有副热心肠，乐此不疲为村
里“光棍汉”当红娘，成功率还蛮高。

“真是不好意思，一大早就联系了几个
姑娘来村里相亲，把你们约定的事给忘
了。”等了半个小时，戴月娥急匆匆赶回家，
笑嘻嘻地把记者请进门。

戴月娥家是媒婆世家，在当地，戴月娥
的婆婆比她名气还大得多。“十里八乡都知

道她说媒功夫了不得，曾撮合上百对男女
喜结良缘。”谈起已去世的婆婆，戴月娥眉
飞色舞。

“听说你得了婆婆的真传，介绍对象成
功率高？”记者打趣道。

“哪里的话，主要是脱贫攻坚成效大，
烂泥巴路变成水泥路，木房变楼房，山区变
城镇，姑娘们再不嫌咱村条件差。”今年 65
岁的戴月娥快人快语。

“前些年，可不是这般光景。过去村里路
没通，说破嘴皮也没几个姑娘愿意嫁过来。有
的答应先来看看地方，结果走到半路就开溜
了。如今，村里变了样，做媒的成功率也高了，
这两年撮合成功十几对呢。”戴月娥有些自豪。

“山高路远弯又多，有女莫嫁提高村。”
刘成福接过话茬说，提高村是全镇最偏远
的村，过去出山的路不好，全靠一步一步
走。本村的姑娘留不住，村外的姑娘不愿

来，村里大龄“光棍”就有70多个。
“这条通往县城的路，就是一条‘联姻’

路、幸福路。”走到门前，望着伸向远方的公
路，刘成福感慨道，近几年，县里实施交通扶
贫，全力推进村组公路“清零”。目前，村组公
路通达实现全覆盖。路通了，产业也随之发
展起来，2018年，整村脱贫出列。从2018年
以来，村里有20多个“老光棍”讨上了老婆。

在村部，刘成福指着一个应约而来的
中年男子说：“他叫贺德祥，也是村里的‘媒
婆’。”

记者一愣，媒婆竟然是男的？贺德祥
笑着解释，这里不论男女，热心牵线当“红
娘”的人都叫“媒婆”。

“前些年做媒还真是不好做。我曾把
靠近城边一个亲戚的女儿介绍进村，订了
婚，走了几回，她嫌路太难走，最终把婚退
了。”贺德祥说。

“驻村帮扶工作队扶真贫，改变了村里
的面貌。如今做媒容易多了。”贺德祥一脸
得意地说，去年为村里40岁的“老光棍”王
修文介绍贵州铜仁的一个姑娘，很快就成
了婚。

走进离村部仅300米远的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白墙黑瓦的安置房整齐排列。其
中一户张贴着火红的对联，“共产党好”的横
批格外显眼。在浙江金华打工的王修文与老
婆回家过年，正在门前杀鸡宰鸭。

平板电视挂在墙上，冰箱、洗衣机一应
俱全，50 平方米的房子现代化程度很高。
大家坐在王修文家的客厅里，拉起了家常。

“我原来住在半山腰的木板房里，也谈
过几个对象，这些姑娘到家里一看，再也没
有来过第二次。住新房，娶新娘，党的扶贫
政策来帮忙。当然，老贺的三寸不烂之舌也
很重要。”王修文一席话，惹得大家开怀大笑。

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湘潭市雨湖消防救援大队
90 后消防员秦瀚，每天有一项
必修课——给 370 多公里外的
妈妈打一个视频电话，聊些家
常，报个平安。

1 月 20 日，农历新年的脚
步越来越近了。视频里，秦瀚
有些遗憾地告诉妈妈：“今年我
又不能回来陪您过年了。”

“妈妈理解，你好好干！”秦瀚
的妈妈叮嘱道。挂断视频，她又
发来两句话：“儿子，注意安全，保
重身体。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看着这些温暖的文字，秦瀚脸上
挂满了笑容。

就在这时，队里响起一阵
急 促 的 警 报 声 。“ 有 险 情 ，快
走！”秦瀚一路狂奔，飞快坐上
消防车，赶往事发地点。

出事的是一个多层住宅的
顶楼。秦瀚跳下车，带上装备
一口气爬上楼顶。好在只是一
起小事故，并无大碍。事情处
理完毕，秦瀚才坐下来，和记者
聊起他的消防员之路。

“我从小就有一个‘消防梦’，
觉得消防员这个职业特别好！”
22 岁的秦瀚是南昌人，说起梦
想，他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
他告诉记者，高考后他便入伍
参军，2017 年如愿加入消防队
伍。这些年，他只回过 4 天家，
没在家过一个春节。

“大家是过节，我们是过
关。”秦瀚这样理解他的工作。
但他说，看到儿时的梦想开出
了花，他感到骄傲极了。

他的骄傲，来源于真诚的
感谢。2018 年的一天，雨湖区
江麓广场一户民宅起火，一个
老人被困。接警后，秦瀚与队
友迅速赶到现场，一部分人控
制火势，一部分人冲入着火房
间，将老人救出。看到亲人安
然无恙，老人的家属激动得流
下了眼泪，连声道谢。“声声‘谢
谢’，声音都是颤抖的，我永远
忘不了。”秦瀚说。

他的骄傲，来源于信任的
眼神。去年夏天，湘潭遭遇洪
水袭击，秦瀚作为首批救援人
员，第一时间赶到受灾严重的
窑湾。此时，洪水越来越猛，上
百户民房被淹、居民被困。“见
到我们到来，大家眼里立刻有

了光。你知道那种被人信任的
感觉吗？我瞬间也有了力量。”
秦瀚说，他和队员们一道，有的
背，有的抱，有的抬，将被困群
众全部安全转移。

他 的 骄 傲 ，来 源 于 一 次
立功受奖。虽然加入消防队伍
时间不长，秦瀚由于在防汛救
灾中贡献突出，立过一次个人
三等功。这对于一个二十出头
的小伙子来说，殊为不易。秦
瀚回忆，防汛救灾期间，他日夜
奋战，在水里泡、雨里跑，累了
就在江边休息一会儿，困了就
在消防车里打个盹，在水位退
出警戒线前，没有睡过一个安
稳觉。“我接过那本火红的立功
证书时，感觉一切辛苦都是值
得的！”秦瀚满脸自豪。

他的骄傲，来源于暖心的
礼物。今年初，秦瀚在队里站
岗时，一个素不相识的女生把
一个箱子放在岗亭门口，待他
跑出去时，女生已不见踪影。
打开箱子，秦瀚发现，里面不仅
有 20 杯热气腾腾的奶茶，还有
一张落款为“湘潭人民”的字
条，上面工工整整写着：“感谢
消防员守卫莲城安全，新的一
年 祝 大 家 平 平 安 安 、顺 顺 利
利。”还有一次，秦瀚在外参加
应急演练时，一个5岁的小男孩
跑来，将手中的棒棒糖递给他，
用稚嫩的声音说：“叔叔辛苦
了，这颗糖送给您。”“见了这些
礼物，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呢！”
秦瀚兴奋地说。

他的骄傲，来源于一份深
刻的惦念。尽管是家中独子，
但父母对秦瀚圆“消防梦”十分
支持。秦瀚回家少，父母便带
着家乡土特产来湘潭看他，鼓
励他安心工作。为了缓解思
念，不太喜欢小动物的妈妈在
家里精心喂养了一只秦瀚最喜
欢的猫。“妈妈说，小猫也是她
的宝贝，看到它就像看到我一
样 开 心 ！”说 到 这 里 ，秦 瀚 笑
了。正是由于父母的支持与惦
念，才让他在工作中无惧风雨，
坚定前行。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秦
瀚将妈妈发来的这 8 个字看了
一遍又一遍。他说，在妈妈心
中，他的安好是晴天。而在他
心中，人民安好、社会安定，便
是晴天。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陆意

1月19日晚上8时，记者来到衡阳市蒸
湘区呆鹰岭镇新民村杏子组，见到村民莫景
崇。莫景崇忙完手里的农活，掐着打烊时间
赶到家具店，终于把自己心仪已久的沙发定
了下来。

“买新沙发过大年，老莫我现在转运
哒！”54岁的莫景崇笑得像个孩子，他说这
两天还要抽点时间去添置些家电，将家里
装扮一番，喜气洋洋迎新春。

转运了？这话从何说起？
莫景崇告诉记者，早年间，他因在外打工

不慎摔断脊椎骨，落下残疾，不能干重活。
2014年，他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年
后，莫景崇开始养猪，并很快脱贫摘帽。

可老天却跟他开了不少“玩笑”，在他
脱贫致富路上设下多重门槛。

“你不知道，去年上半年，我养的10多
头母猪全部染上猪瘟，损失五六万元。后

来我改行租地种蔬菜，谁知碰上去年 7 月
初的洪水，菜地被淹得全部‘绝蔸’，又损失
两三万元。”提起去年的遭遇，莫景崇连声
感叹自己“背时”（倒霉）。

接连的打击几乎让莫景崇丧失信心。
将近一个月，莫景崇都“瘫”在家中。

“老莫也真‘背’，现在家里又一贫如洗
了。”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刘朝霞看出莫景
崇有些倦怠。但莫景崇勤劳肯干，在村里
是出了名的。刘朝霞想，决不能让他这样
走上“返贫路”。上门走访、电话安慰、微信
鼓励……刘朝霞把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
了，劝说莫景崇从头再来。“刘主任跟我说
得最多的就是‘跌倒了不可怕，怕的是跌倒
了不站起来’。我细想，也是这么个道理，
我得逼着自己站起来。”莫景崇说。

洪水退去，莫景崇重振旗鼓，在工作队

帮助下，他在田土撒药消毒，又拿着工作队
为他申请来的3000元扶持资金，买了蔬菜
种子，种上丝瓜、茄子、豆角等蔬菜，“捡”起
种菜老本行。

莫景崇只零散租了七八亩地，因地形
不方正，无法搭建大棚种植。如何才能在
当地众多菜农中脱颖而出，多赚点钱？

莫景崇动起了脑筋。
市场上的蔬菜多是大棚种植，种菜、出

菜时间相差无几，头批蔬菜卖完到第二批
蔬菜上市，会出现20余天空当。

莫景崇便瞄准这个空当，与其他菜农
特别是大棚基地错峰种植、错峰售卖。

“人家头批空心菜卖完后，我的头批空心
菜才上市，能补上市场空当，卖个好价钱。”莫
景崇告诉记者，错峰种植既是瞄准空当，也能
让菜土不在春节前后这段时间闲置，将小白

菜、萝卜菜等冬季菜销售时间拉长一些。
时机把握住了，蔬菜的品质也不能落下。
莫景崇不用化肥，坚持用鸡粪、猪粪等

有机肥。菜地生虫需打农药，他一定先将
蔬菜采摘干净后再打药，确保蔬菜不受农
药污染。

因为错开了上市高峰，加上品质好，莫景
崇种的蔬菜在市场里热销。“去年8月，仅一个
月我就卖了2万元蔬菜。”莫景崇说，那也是他
最累的一个月。因舍不得请帮手，他与妻子
没日没夜地干，摘菜、洗菜、包装，每天忙到深
夜，一大早又得起床送菜到市场。

努力总有回报。去年，莫景崇靠种菜
赚了 6 万余元。前不久，他租了两亩多荒
地，挖了一口小鱼塘准备养鱼，还种了两亩
桃树、梨树。

“我老莫的‘背时’日子到头啰！”莫景崇
满脸自信，跟妻子商量接下来播种什么蔬
菜。“再种点毛白菜吧？”妻子说。

“好，最迟大年初二要种下！”莫景崇
说。

老莫转运记

新 走基层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 一个90后消防员的骄傲

■——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前些年说破嘴皮不管用，如今撮合一批“老光棍”讨上老婆，乡村媒婆感叹——

“如今做媒容易多了”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袁静

1月20日，天空放晴。记者来到桃江县
武潭镇天湾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汪竹军家，见
几个乡邻在帮他杀鸡。坐在凳子上，汪竹军
用液化气喷头枪清理初步处理后鸡的细毛，
身旁放着一对拐杖。他的妻子则搭着楼梯，
在新房大门旁贴春联，对联写着“脱贫不忘共
产党，幸福感谢习主席”，横批为“党恩似海”。

今年 47 岁的汪竹军因病致贫。因多
年痛风没有及时治疗而引发并发症，2015
年汪竹军丧失劳动能力，腿上烂了一个大
洞，两只手肿得像萝卜似的，只能借助拐杖
行走。

春联贴好了，汪竹军露出了欣喜的笑
容。这副春联是他编的，全国脱贫攻坚贡
献奖获得者、桃江县扶贫办主任胡喜明请
人写的。

汪竹军和胡喜明相识，源于一封信。
2018年6月27日，汪竹军给省扶贫办写了
一封求助信。当时，他因治病欠下不少债，
仅靠妻子打工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一家
人住在透风漏雨的老木屋，儿子考上大学
学费没着落。这封信转到胡喜明手中，他
马上赶到汪竹军家中走访，并迅速联系中
国社会扶贫网、“泛海助学”和县残联、县教
育局等单位，为汪竹军儿子筹集学费，还将
汪竹军接到医院治疗。后来，又通过“幸福
安居工程”，为汪竹军家修建了一套 80 平
方米的新房。一来二去，胡喜明与汪竹军
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1月9日，汪竹军向胡喜明发来一条求

助信息：“年关将至，我家的土鸡还有 300
多只没有卖出，请您帮忙联系几个买主。”
收到信息，胡喜明马上转发朋友圈，并写
道：“武潭镇天湾村汪竹军，一个不向命运
低头的人，养的正宗土鸡要销售，鸡是好
鸡，让我们一起来帮他。”

胡喜明告诉记者，汪竹军身残志坚，积
极上进。去年，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跑到
宁乡学习养鸡，掌握了养鸡防疫技能，回来
后散养 400 多只鸡。“他养的是土鸡，也是
不甘贫困、自强不息的‘争气鸡’。如果不
及时卖掉，多养一天就会多一天成本，一定
要想办法在春节前帮他卖掉。”胡喜明说。

胡喜明推销汪竹军土鸡的信息发出

后，反响热烈。1月14日晚，桃江县大栗港
镇米儿家庭农场董事长郭美华就在她的朋
友圈叫卖开了：“今年最后一次义卖，正宗
11个月的散养土鸡，100元一只。”

此前，胡喜明联系了郭美华。“要我销售
的话，我要先实地了解一番，先看一看鸡的
品种与品质。”郭美华开出了“条件”。1月14
日下午，胡喜明邀上郭美华等人来到汪竹军
家，现场查看。郭美华发现汪竹军养的鸡品
质不错，答应帮他销售，不要一分钱手续费，
还倒贴快递费。短短一个星期，汪竹军的鸡
就卖出了近200只。

1月20日，从汪竹军家回来，胡喜明又
发了一条信息到朋友圈。胡喜明说：“汪竹
军的‘争气鸡’销得差不多了。他家大门新
贴的对联是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看到汪
竹军一家人笑逐颜开，对生活充满憧憬，我
也很欣慰。”

义售“争气鸡”

湖南日报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曾峰

驶过蜿蜒陡峭的山路，两
侧的枯草结满冰霜，越往上走
气温越低。1 月 17 日上午，罗
菁坐在车里，不时拨弄着刚买
的蔬菜，按捺不住激动：“明天
是农历腊月二十四，过小年，我
提前去给父亲做顿团年饭。”

海拔 1200 米的涟源市龙
山上，罗菁的父亲罗绍东正驻
守在岳坪峰哨所。身为国网娄
底供电分公司输电运检工人，
在防冻融冰保电工作期间，罗
绍东和工友密切监视现场气
温、风向、风速、雨、雪、雾等情
况，以及线路覆冰厚度等，实时
上报。

“父亲常年在各地哨所驻
扎 ，有 好 几 年 没 有 回 家 过 年
了。”经过3个小时车程，罗菁才
赶到哨所。她说：“现在山上冰
冻 加 重 ，观 测 哨 所 离 不 开 父
亲。他不能回家过小年，我就
来陪他。”

“老爸！”一声欢快的呼喊，
一下打破了哨所的寂静，温暖
顿时弥漫开来。

正准备出门巡检的罗绍东
欢喜不已，赶忙放下游标卡尺
和测风仪迎接女儿。简单寒暄
后，父亲和同事出门，罗菁急忙
把从家里带来的工作服给他换
上，反复叮嘱注意安全。

罗绍东所在的哨所，负责
的是 110 千伏岳龙杨线巡视与
运检工作，全线长 21.58 公里，
是连接 50 兆瓦风电场项目到
变电站的线路。现在山上冰
冻，风电机站不能发电，需要线
路供电保障机组正常耗电安
全。哨所驻守人员，只有罗绍
东与一名同事。

进入1月，山上基杆塔覆冰
加重。现在，罗绍东和同事每
隔2小时就要把监测到的气温、
覆冰等数据上报，每天要巡视
基杆塔，一旦发现覆冰厚度达
到警戒值，就要立即申请线路
融冰操作。

“今天要重点巡视三号塔，
山下支援的同事带来了无人
机，但山雾太浓，无人机信号不
稳定，无法远距离巡航。”罗绍
东和同事商量后，开始徒步穿
越雾凇、冰雪覆盖的山林，近距
离观测。

另一边，罗菁在哨所厨房
里忙开了。她煮了父亲最爱吃
的鱼与蘑菇。平时较少下厨的
罗菁有些难为情地说：“为了让
老爸吃顿好的，我在家里还练
习了好几次呢。”

洗菜、切鱼、下锅……罗菁
一边忙碌着，一边向记者讲起
父亲的故事：“我们家的罗师傅
今年 53岁了，16岁就进入电力
公司当学徒。37 年来，他一直
坚守在一线。”

每年 1至 2月，湘中地区又
冷又湿，穿越雪峰山、龙山等高
寒山区的一条条电力“天路”往
往覆冰很厚，除冰融雪任务繁
重。罗绍东总是冲在最前线，
自告奋勇去最艰苦的哨所值
守，与家人聚少离多。

下午1时，气温低至零摄氏
度。罗绍东巡检回来，饭菜上
桌，总算与女儿吃上了一顿热
腾腾的团年饭。

在父亲影响下，90 后罗菁
也成了一名电力人——输电运
检辅助工，一干6年。“小时候不
常见到父亲，可我知道，他一直
守护着万家灯火，他是我心中
的英雄。”罗菁说着，将一大块
鱼夹到父亲的碗里。

冰峰铁塔团年饭

湖南日报记者 唐曦 通讯员 李国栋

1月20日，进入一年中24节气的最后
一个节气——大寒。寒气袭人，但在耒阳
市海拔 600 多米的贫困山区导子镇沙明
村，村民们心里却暖意融融。

“这几天好多城里客人上门收土货，我
们家的香猪格外受欢迎。我算了一笔账，
2019 年我家纯收入有 10 万元，可以过个
富足年！”沙明村贫困村民、新晋“香猪王”
罗五成喜笑颜开。

沙明村是省级贫困村，地势高、多山

地，传统种植业不发达。为带动当地脱贫，
2017年起，耒阳市纪委监委驻沙明村帮扶
工作队积极引导当地贫困户，因地制宜发
展养殖业。

在工作队帮助下，村里先后成立 6 个
种养合作社，实现贫困户产业扶贫全覆
盖。目前，全村 99户贫困户中，有 32户养
黄牛、30户养猪，其余户散养“走地鸡”。

贫困户们铆足劲比着干，到了年底，家

家户户鸡肥猪壮。“卖给谁呢？”大家又犯了
难。

工作队队长雷秀明想：这儿的牛、猪、
鸡，都是吃山上纯天然饲料长大的，正是城
里人喜爱的生态货，现在是采买年货的时
节，何不把城里客人接到村里“面对面”采
购呢？于是，扶贫队员们纷纷在朋友圈和
好友群里发布“邀请函”。很快，一个 150
人的“爱心消费团”组建，一场声势浩大的

“迎新春消费扶贫”活动在幽静的小山村里
拉开序幕。

1 月 17 日起，贫困户带着自家种养的
黄牛肉、香猪肉、土猪肉、土鸡、土鸭以及野
生茶油、高山稻米等产品，在家门口摆起摊
子供客人选购。3 天时间，全村共卖出农
副产品36万余元。

“这里空气清新无污染，产品都是原生
态土货。这次进村采购，不仅买到了心仪
的土年货，还能帮助偏远山区群众把劳动
成果‘变现’，真是两全其美！”衡阳市区一
家企业的负责人说。

■欢欢喜喜过大年

“爱心消费团”进村来

月嫂脱贫
“回家”报喜

1月21日，从云南、江西、长
沙等地回乡过年的月嫂们，回到

“娘家”——涟源市承全家政服务
有限公司道谢报喜，与恩师们分
享快乐。经过该公司的免费家政
培训，不少贫困家庭妇女凭借一
技之长有了稳定的收入，成功脱
贫。2019年，公司深入山村免费
举办培训班21期。 刘再丽 摄

——扶贫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