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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萍

第一次踏入祁东的土地，我就被她的独特
气质吸引了。她不似苍茫北国崇山峻岭般厚
重，不似江南水乡小桥流水般清雅，却有着一
份独到的天然风韵。带着湖南省委脱贫攻坚
干部考察工作的任务，我们第6小组踏遍了祁
东县25个乡镇，走过了大大小小的村庄院落，
感受到了波澜壮阔的扶贫画卷，扶贫人的故事
也一路感动着我们。

乡亲盼归的“亲人”

“申队长真的是个好人，生病了都还一直
牵挂着我们村里，真盼望他早点回来哩。”在太
和堂镇良村考察时，我们听村民们这样说。

通过走访，我们得知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3年前，祁东县人社局干部申春生被组织

选中，派驻祁东最偏远的西区乡村之一的太和
堂镇良村。这里人多地少，山高路陡，交通信
息闭塞，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4亩，村集体经济
收入几乎为零，是有名的省级贫困村。2018年
3月，申春生带队驻村。当时，全村只有一条狭
窄的通村水泥路，通组公路全是砂石路，没有
路灯，没有村卫生室，没有安全饮水工程，更没
有文化活动场地。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摆在
面前，怎么干？

申春生带领队员，深入村组、农户家中实
地走访，以党建为抓手，带动村干部和全村党
员，引领全村35个村民小组3200多人，共同参
与到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中。3年下来，路
通了，灯亮了，村庄更美了；产业兴了，就业活
了，农民腰包渐渐鼓了；党建夯实了，队伍精干
了，堡垒作用更强了。如今的良村，班子团结，
村容整洁，群众安居乐业。“申队长自掏腰包买
来音响，组织妇女群众跳广场舞，我们的生活
变丰富了。”妇女主任和女村主任都很开心地
告诉我们。

就在申春生信心满满奋战脱贫攻坚时，却
累倒在扶贫岗位上，经查患有癌症。此时的
他，早已将自己融入良村的血脉。在北京动完
手术后，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良村支部书记
打电话，了解春播种子、农药、肥料准备情况，
申春生跟他们说，等把癌症病灶切掉，再住院
治疗一个疗程后，就回到良村去，跑好“脱贫攻
坚关键一棒”。在良村的访谈室里，听完了申
春生即使身患重症仍念念不忘山村里百姓的
故事，我不禁感慨，这里每一寸土地的变化都
凝结着基层干部的奉献与心血。

扶贫路上那高高低低的脚印

“他腿脚不方便，还坚持走遍了我们村的
每家每户，经常到贫困户中问寒问暖。我们心
里挺感动的。”在蒋家桥镇胡坪村，一位上了年
纪的村民小组长动情地告诉我们。

考察中我们了解到，胡坪村的扶贫路，硬
是丁湘国用自己的残腿丈量出来的。对这样
一位独特的扶贫队长，我们考察小组充满了好
奇。在胡坪村我见到了丁队长。他个子高高
的，瘦瘦的，脸上挂着平和热情的笑容。因为
小时候患脊髓炎，手术后造成左腿膝关节粘
连，不能弯曲，行走不便，但这并不影响着他倾
心扶贫事业，带领村民脱贫奔小康的热情和激
情。

2017年年初，春寒料峭。祁东县民政局副

局长丁湘国带领两名队员进驻开展脱贫攻坚
工作。胡坪村地处“祁邵干旱走廊”，自然环境
恶劣，发展滞后，很多自然村民小组还没有通
公路，面对这一现状丁湘国心里很沉重。但他
没有因任务重而气馁，没有因腿脚不便而退
缩，坦然接受任务，全面走村入户，走路时间长
了，他的左腿肿得厉害，也无半句怨言，咬咬牙
关，继续奔走。他的真诚打动了贫困户和村
民，工作队赢得了村民的信赖，村委班子的矛
盾得到了有效化解，为脱贫攻坚打下了好基
础。

丁湘国以村为家，心中牵挂着胡坪村的大
事小情，常常个把月难得回次家。2018 年 6
月，连降暴雨，公路被洪水冲断，他带领队员和
村干部一起抢修到凌晨，接下来两天，他又冒
雨勘查村里地质灾害易发点，挨家挨户做工
作，转移10多户村民。大雨中，丁湘国一脚高
一脚低踩在泥里查看危情，让村民们感动不
已。由于丁湘国组织得当，胡坪村在这场暴雨
中没有发生任何伤亡事故。他高高低低的脚
印，也夯实了干部群众心连心的路。

大伙在丁湘国的带领下筚路蓝缕奋力赶
超。如今宽敞明亮的村民服务中心成为胡坪
村的亮丽风景，5.6公里的通组公路，让几百名
村民告别了难行的泥泞小路，60千瓦时的光伏
发电给村里带来5万多元的集体收入，楠山经
济林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吸收贫困人口180人
次参与用工，300亩的油茶基地、100亩的猕猴
桃基地凝结着村民的劳作汗水和欢声笑语，见
证着村里一天天的美丽蜕变。丁湘国带领扶
贫队用辛勤的汗水向组织交了一份满意答卷。

我访谈他时，说起取得的成绩，他欣慰地
笑了，朴实地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现
在，他又在操心着村里未来的发展，从班子建
设到产业发展，他心中描绘着胡坪村更美的蓝
图，继续用残腿丈量着更远更美的路。

百年旱乡引来幸福水

“这就是深水井！”顺着彭双娣手指的方
向，我看到了炎炎烈日下的土坑中有一座水泥
墩。这是我执意说服组长陪同我一起来看的
一个地方。

引起我这么大兴趣，要归于在访谈中了解
到的一件事。在凤歧坪乡走访的第一站宝莲
洞村，连续有几位上了年纪的村民组长、党员
代表告诉我，村里的深水井，结束了村里 100
多年来远道背水喝的历史。“100 多年？背水
喝？”从小在水乡长大的我听了简直有点不可
思议，很是惊讶。“是的，我们这里缺水，只能
靠从很远的地方背水来。”“那你们背一趟是一
趟，多么辛苦啊。”“是啊，一直这样，不容易。
去年12月份，村里打了深水井，管道架到了每
一户，现在一拧水龙头，水就哗哗地来了，真的
感谢党，感谢政府啊。”一位老组长说到这里，
布满皱纹的脸露出舒心的笑容。深水井，改变
了村庄100多年难喝水的历史，顿时勾起了我
去见识庐山真面目的兴趣。通过与村干部，乡
干部交谈，我了解到了深水井背后的故事。

凤歧坪乡因古代传说有凤凰在池塘中嬉
戏而得名。地处祁东西北边陲，地势较高，最
高山峰海拔达1000米以上，是典型的山区乡，
也是全县最偏远、最贫困的乡，全乡13个村都
是省级贫困村。凤歧坪乡地处衡邵干旱走廊，
年降水量只有300毫升，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
形，土层薄，气温低，是祁东县有名的干旱死角
地区。用当地干部的话说：“天上难得下雨，就
是下了雨，地上也难得存住水，全流进地下
了。”人畜饮水问题是凤歧坪乡一直以来面临
的最大难题。

彭双娣，一位80后的年轻的女乡长，在这
艰苦的环境中，她一干就是 6 年。2014 年 11
月，学护理出身的她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调
任凤歧坪乡当乡长，上任第一天她就去了水利
建设现场指挥。从此，她不辞辛苦，热情饱满
地奔走在干旱的群山峻岭中。村民们都把她
当作自家的闺女看待，一段时间不见，就会找
村干部关切地问问她的情况。为了与旱魔做
斗争，彭双娣与扶贫队一道向上级奔走呼吁，
争取项目支持。通过省、市、县相关部门支持，
工程款落实了。但有了钱，不一定就能找到
水。彭双娣与扶贫工作队一起带领村组干部
早出晚归，四处找水源。当时彭双娣已有身
孕，身体不适，但她与大家一起在山间地头找，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水源地。

2016年，当第一口深水井试水时，现场围
满了村民，大家出神地盯着出水口。“这自来水
呀，真是甜到了群众心窝里了。”彭双娣笑着
说。一位村民说自己活了 77 岁，才喝上自来
水，称这是“幸福水”。如今，全乡在政策扶持
下投资116.5万元，打下了4口深水井，肆虐了
100 多年的旱魔在党的政策雨露面前败下阵
来。村民们在自家就能饮上干净、放心的水。

彭双娣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家庭难免有亏
欠。刚生完二胎的她，为了不落下工作，产假
才休完2个月，就带着孩子、带上保姆来到凤歧
坪乡，转身就投入到脱贫攻坚的战场上。

望着这位年龄和我相仿的女乡长，看着她
瘦瘦的身影，敬佩和怜爱之情油然而生。热情
的她，与人交谈时总挂着灿烂的笑容。“既然选
择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是她很喜欢的一
句诗。她说她愿意做一名“泥巴裹满裤腿”的
女乡长。

正因为有了像彭双娣一样坚守的乡镇干
部们与扶贫队一道努力，凤歧坪乡的石头山也
在改变着面貌。全乡实现组组通公路，一条条
高质量的水泥路像玉带般缠绕在大山中，架起
了山村的致富之路。药材基地、花卉基地、金
槐基地等一批因地制宜的产业项目扎根在贫
瘠的土地里，孕育着丰收与幸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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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连富：

“甜”连着“富”
扶
贫
路
上
的

那
些
人
那
些
事

韩生学

早几日的晚上9时39分，田连富
给我发来视频，笑嘻嘻地说，回家吃饭
去。我问，为何这时才吃饭？还如此
乐呵？

田连富说，越干越有劲嘛，看到自
己名字所想望的，正在一日日变成现
实，忍不住就乐。

哦，田连富，“甜”连着“富”！

身体上的累，他不怕，
心里的苦，最难熬

云贵高原余脉，两省三县交界。
田连富，就出生在这个有着“麻阳

西藏”之称的地方——湖南省麻阳苗族
自治县郭公坪乡溪口村。

因为贫穷，因为家里穷到连一间像
样的房子都没有，满身稚气却不认穷理
的田连富，初中没毕业就出外闯荡，发
誓要赚到建房的钱才回家。可命运不
济，十多年过去，什么都没赚到，却“赚”
回了满身伤疤——右手食指从第二关
节处被机器碾碎，变成五指不全的残疾
人。

好在年轻机灵的他长得有几分帅
气，亲戚给他介绍了个姑娘，两人一见
倾心，会面，定亲。按乡俗，定了亲就可
以在一起。田连富兴高采烈地将姑娘
带回家，姑娘一看房子，傻眼了。总共
才两间房，一间是生火做饭的灶屋，一
间是爸妈睡觉的地方。她悄悄问，我们
住哪？爸用妈的旧嫁妆——几个木柜
子，在全家唯一的睡房中一隔，原来的
一间顿成“两间”。爸搓着双手，对未来
的儿媳妇说，你们住有窗户的这边，我
和你妈住没窗户的那边。

那是一个无眠之夜。田连富永远
记得，姑娘蜷曲着身体，怎么也不让他
靠近，生怕弄出一点动静来。她说，爸
妈就睡在里面呢。第二天一早，姑娘就
嚷着要走。没有办法，田连富只得跟着
姑娘离家。他们来到浙江，开始了打工
生涯。田连富在心里下决心，一定要靠
自己的努力，赚到钱，回家建房，给姑娘
一个幸福的家。姑娘也相信他有这个
能力。第二年生下了女儿。他们约定，
赚够了钱，修好了房子，就补办一场热
热闹闹的婚礼。

正当他们满怀期待朝着既定目标
迈进时，父亲的一场大病（口腔癌）将所
有梦想击碎。为治父亲的病，不但用完
了所有积蓄，还外借30多万元。最终，
还是没能救回父亲。面对巨债，姑娘的
心动摇了，对田连富说，让我走吧。田
连富心有不甘，苦苦挽留，最后还是没
能留住。她说，你让我跟你，我不求富
贵，至少得有个房子住吧。一句话说得
田连富哑口无言。离开那天，看着消逝
在风中的她的背影，伤心加无助的泪水
从田连富眼中夺眶而出。

上有老娘，下有幼女，再也不能外
出打工，他只得回家守着那几分薄田，
农忙时挥汗如雨侍弄庄稼，种粮食维持
一家人生计；农闲时在当地做一些零
工，挣一点收入还债。一过就是 9 年。
9年里，身体上的累，他不怕，心里的苦，
最难熬。每到闲下来，他就对着茫茫大
山吼歌：“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你
的眼角流着我的泪”“今夜的你又在和
谁约会”“伤一次痛一辈子”；有时，他会
在漆黑的夜里，陪着一只撞进屋里的萤
火虫默默私语，“也只有你才会在这无
边的黑暗里来陪我”；有时，他也会扯来
山上的竹笋和蕨菜，在地上摆成一个又
一个大大的“爱你”……

他说，那是非常绝望的 9 年，绝望
到怨恨父母为什么要为自己取这么个
不着边际的名字，田连富，这哪儿连着
富啊，分明只有苦。

田连富的好运，从2014年开始。
这一年，扶贫工作队进驻村里。他家被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来，又被确定为易地搬
迁户。扶贫工作队告诉他，政府在县城专门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修建了洋房，每人只需交
3000元，便可搬迁到洋房里去住，按人口多少
确定面积，一家一套。开初听说，以为是在做
梦。别说是县城，就在乡下修一栋简易木板
房，至少也要十几万。这回真是天上掉馅饼
了？工作队告诉他，一切都是真的。他迫不及
待提出申请。

分房的日子到了。通过抽签，他分到了
建在县城西的安置点——龙升社区 21 栋 1
单位601房。

人说，钱是人胆。但对于田连富来说，
房更是人胆。

有了房的他，头抬了，胸挻了，腰板直
了，甚至连走路的脚步都自信了。2019年8
月的一天，从县城新房返回乡下的车上，他
遇到了同车的她——蔡晓凤。过去，没自信
的他，一般不与陌生人搭话，更何况是女
人？这回，他突然有了底气，不但主动搭话，
还拿出手机偷拍。蔡晓凤本来就幽默、风
趣，见有人偷拍，干脆说，那一张拍得不好，
重来一张。说时将手举到耳边，摆出一个
pose，耶！欢笑声顿起。

互加微信，互留电话。一段突来的爱情
故事，就此展开它美丽的情节。

有了底气、找回自信的田连富，被蔡晓
凤的美丽、大方和幽默、风趣深深吸引，奋起
直追。有一次，蔡晓凤急回乡下老家，没有
车，田连富闻讯，马上通过朋友，为她叫了专
车，将她安全送达；有一次，蔡晓凤骑电动
车，与别人发生碰撞，田连富听说后，马上赶
过来，将她送进医院，照片，化验，洗伤口，上
药，背着她上楼下楼，直累得大汗淋漓；有一

次……还有一次……最后，蔡晓凤被田连富
的真诚、善良、质朴和勤劳深深打动，两人就
此坠入爱河。

2019年10月1日，他们走进民政局登记
结婚；2020年5月7日，他们在搬迁进来的新
房里举办了隆重的结婚典礼；2020年7月26
日，他们爱情的结晶宝贝女儿出生，取名叫

“田蔡”。田蔡，简单看去只是将夫妻两姓加
在一起，但他们并不只是简单的“相加”。因
为女儿属鼠，老鼠生活必须有田、有草，他们
两姓中刚好田、草均占。他们希望他们的组
合，能带给女儿一生幸福。

2020年8月15日，在田连富的引领下，
我走进了他的新房。

三室一厅一卫一厨的新房，窗明几净。
客厅的正面墙上，几个彩色气球拼出大写的

“love ”吐露着芬芳。与之相对的墙面，悬挂
着3幅大型婚纱照，婚纱照上的田连富或跪
地求婚、或双目凝视、或倚妻在肩，脸上总流
露出抹都抹不开的笑容。厨房里，老妈正在
忙晚餐，一大碗红烧猪脚出锅，色泽诱人，香
味扑鼻，刺激着人的味蕾。已经11岁的大女
儿，正在书房里赶写作业，那份认真劲，谁也
不忍心去打搅。还在月子里的妻子，怀抱着
宝贝女儿，小女儿微闭着双眼，噘着一张粉
嘟嘟的小嘴，惹人怜爱。

一切都是那么安详、和谐、甜蜜。
见有客来，一家人忙出来迎客。老妈

搬凳，妻子开电风扇，女儿洗黄桃。小姑娘
将一个桃子递给我，我婉谢。幼小的心灵
顿时明白了什么似的，马上拿着黄桃去厨
房，小手，小刀，一点点，将桃皮剔尽，再跑
来给我。原来，她误会了我的“婉谢”，以为
嫌她洗得不净，心中不免生出疚愧。多么
善良的孩子，多么干净的灵魂！我不忍拒
绝，更不敢辜负，接过小手里的黄桃，一口
咬下去，满嘴汁液，满唇流香，一股甘甜，直
抵心脾。

那甜，实实在在。

拥有了甘甜生活的田连富，并不再满足
现有的“甜”。

他记住了网络上的一句话：“没有伞的
孩子，必须努力奔跑。”他说，他就是没有伞
的孩子，他必须奔跑。他立志，定要通过自
己的努力，把名字中的“富”“变现”出来。

作为一个农民，“富”从哪来？他十分明
白，只能从勤劳中来。

田连富的小眼睛骨碌一转，看到了乡下
的荒山，如果将这些山流转下来，发展种养
业，定是不错的选择。与妻子一商量，成。
于是，100亩山地流转到了他的名下。

他先到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了半个
月的果树栽培和家禽养殖技术，学成回家，
借来扶贫贷款 5 万元，又从亲戚朋友中借
来 20 多万元，一部崭新的“创业史”就此开
写。

为了给果园找到更多的资金，他承包
了县城芙蓉学校建筑工地 2 万多平方米的
钢筋扎制，每天在毒辣辣的太阳底下工作12

个小时以上，手和脚都晒成烫伤，结了一层
又一层痂。不苦么？苦！但他坚信，今天流
下的汗水，就是明天的财富。所以他说，苦
并不能击垮我，因为时间让我养成了习惯。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3000 多株优质黄
金柰李树苗下栽。过去光秃秃的荒山，一夜
之间果树林立，绿意葱茏。

田连富给我翻看他手机里的照片，一山
山，一垅垅，一坳坳，连成片，煞是气派。其
中有一部分已经结出零星的果子。鸽子蛋
一样大小的果子，在绿叶的掩映下，圆润如
珠，品相极佳。

我问，还要投入多少年才有收成？
他说，明年就会有收成，但丰产至少要5

年。
我又问，丰产期每年能产多少果子？每

年大约有多少收入？
他说，平均每棵树按 100 公斤计算，丰

产期可产果子30万公斤，目前每公斤16元，
我不算那么高，打三折，也有150万，除去成
本和开支，每年50万元的纯收入肯定是有。

语气坚定。从这坚定的语气里，我感受
到了一个农民的底气与自信，更看到了“甜”
连着“富”的指日可待。

有了房的他，头抬了，
胸挺了，腰板直了

一个农民的
底气与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