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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唐玉峰 陆文静 文/摄

近日，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镇德良村
槽房屯富新生态种养家庭农场一片欢腾。
党员文泽富组织 22 名贫困户在新耕的田
地里栽种红薯，欢声笑语伴和着春天的气
息在希望的田野里荡漾开来。

文泽富是德良村一名农民党员，他虽
然不是政府派驻的脱贫工作队员，却以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为己任，引领着一队
贫困户，向贫困宣战，向土里要“金”，
闯出了一条种植瑶山红薯的扶贫路，被当
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编外扶贫队长”。

再也不能这样活

德良村地处偏僻，是恭城瑶族自治县
海拔较高的一个小山村。村民抬头见山，
出门爬山。“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着
微薄的希望”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
活”。 1997 年，年仅 17 岁不安于现状
的文泽富，随着村中打工一族外出“淘
金”。因头脑灵活，肯卖力气，文泽富打
工收入颇丰。 2005 年的冬天，在深圳打
拼多年的文泽富，通过比较发现，水果销
售的利润空间较大。在山里长大的文泽富
意识到他的家乡是种植水果的好地方，但
长期以来，地处偏僻的村民，与外界接触
较少，胆识不够。何不回去带领村民放开
手脚大干一场？

于是，文泽富告别繁华的都市，回归
故里，开始了土里“刨金”的历程。他在
大山上种过红薯、药材，栽过柑橘、柿
子，养过水牛和土鸡……有过成功的喜
悦，有过失败的苦痛，有过坚定有过彷
徨。 2014 年，通过多年的努力，文泽富
成了闻名乡里的“大土豪”：柿子扩种到
40 亩，年纯利润 20 余万元；红薯扩种到
60 亩，年产值 20 余万元；种草养牛 30
头，年纯利 20 余万元；“圈地”养鸡
600 余只，年纯利近 6 万元……

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这是文泽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曾走南闯北的文泽富发现，农产品的
主要销路在城市，城里人偏爱绿色食品。
如何实现绿色食品与城里人的互利对接？
如何引领贫困户，在现有生产技术基础
上，稍加培训，即可“上岗”生产，快速

致富？几经思考，文泽富将目光投向了本
土“人参”——— 红薯。

文泽富所在的德良村属于高寒山区，
这里的气候特征与土壤质量，有利于生产
高品质的绿色食品。从 2016 年开始，文
泽富便劝说村里的贫困户，集中土地大面
积种植红薯。一次次登门，反反复复劝
说，收效甚微，响应的村民少，观望的
多。劝说无果，文泽富并没有气馁，在总
结了他们不愿规模种植红薯的原因后，为
彻底打消贫困户“没本钱，缺技术，怕亏
本”的后顾之忧，文泽富最后放出“大
招”：筹集 400 万元创建了 200 亩的扶
贫种植示范基地，每年花费 6 万至 8 万
元的扶持成本为贫困户免费提供红薯种
苗、有机肥料与技术指导；与所有种植户
签协议包回收，确保他们只赚不亏。对那
些特别保守的村民，文泽富也鼓励他们
“先种两亩试试”。

在文泽富的帮扶带动下，德良村 23
户贫困户调出土地大面积种上了红薯。
“全靠文泽富说动我种了这么多红薯，给
了我多方面的帮助，我去年只卖红薯一项
就收入 6000 多元。”看着自家新建的楼
房，昔日贫困户谢林来脸上洋溢着笑容。
2017 年，正当村民文庆辉对脱贫脱困一
筹莫展时，文泽富爽快地说：“你先种两
亩红薯试试，我无偿给你提供种苗和有机

肥料，你种出的红薯我保证全部帮你回
收。”这么诚恳的引导，让文庆辉坚定地
走上了“红薯发家”之路，当年就有了
5000 多元的收入，一举甩掉了贫困帽。

目前，文泽富与贫困户的红薯产业已
发展到 400 亩，亩产可达 3500 斤，其中
帮助 22 户贫困户发展红薯产业 150 亩，
为 3 户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经文泽
富帮扶过的 23 户贫困户，已有 19 户顺
利脱贫。

道路越走越宽阔

在德良村，制约农副产品发展的最大
瓶颈是销路。见过世面的文泽富紧跟时代
步伐，与时俱进发展电商，成立了富新生
态电子商务，注册德良瑶山红薯。通过网
络平台，将“德良瑶山红薯”销往深圳、
广州、南宁、桂林等城市，既为城里人提
供了一道健康美味的绿色食品，又为自己
与贫困户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收益。

今年受疫情影响，德良村的红薯出现
了滞销。在当地政府和第一书记的帮助
下，文泽富的网络平台“大显神威”：滞
销的 5 万斤红薯一周内销售一空。闻讯
而来的南宁某著名饮食餐馆负责人实地考
察后，对文泽富的高山“绿色”红薯十分
满意，先后签下 100 万斤红薯的订单。

就在大家为红薯种植的美好前途欢欣
鼓舞时，文泽富又有了更为远大的目标，意
欲拓宽致富路。今年，文泽富计划投入 20
多万元对村里种植的红薯进行产品深加
工，目前产品已注册商标。与此同时，文泽
富还将带领贫困户大力发展黄牛养殖，实
现红薯苗喂牛，牛粪种植红薯的立体循环
种养。此外，文泽富积极加入了恭城瑶族自
治县油茶协会，将邻镇的 10 余户贫困户
纳入扶贫帮困计划，并与所有贫困户签订
合作协议共同经营“油茶原材料生产基地”

（已为油茶原材料注册“桂槽房”商标），大
力发展茶叶、芋头、生姜、木耳、黄笋等农副
产品种植与土鸡、土猪养殖。通过整合所有
种养融入全县旅游开发，打造出具有扶贫
帮困特色的三大生态旅游板块：农业耕作
区、农业体验区、农业观光区，辐射带动全
县贫困户由脱贫向致富迈进。

“没有天生的贫困地区，也没有天生
的贫困户。只要肯奋斗敢奋斗，脱贫向富
的路会越走越宽阔！”谈及以后的发展前
景，文泽富豪情满怀。

“编外扶贫队长”文泽富：

只要肯奋斗敢奋斗
脱贫向富的路会越走越宽阔

□本报记者景碧锋 文/摄

3 月 29 日，记者来到了位于临桂区
北部的中庸镇穴田村，跟随中庸镇干部去
走访贫困户，来到贫困户李运福家。镇干
部告诉记者，李运福一家 6 口人，只有
他一个劳动力，他不等不靠，以一己之
力，努力为家人谋生活，今年他们家就可
以脱贫了。他的勤奋和努力有目共睹。记
者来到李运福家门口，他正在劈柴。见到
有人来访，他马上放下手中的活计，把大
伙迎进家中，摆开小板凳招呼大家坐下。

记者看到，李运福家中的房子有两
层，有一些年头了，但干净整洁，他的妻
子正在看电视，父母也在做一些家务。大
伙坐下来后，一起聊了起来。

李运福生于 1970 年，如今家里有 6
口人，李运福夫妻，一儿一女，还有他的
父母亲。李运福的妻子长年患病，没有劳
动能力，父母已年迈，一双儿女还在上小
学。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一
个人的身上。

为了给妻子看病，也为了让孩子们安
心读书、父母安享晚年，李运福以瘦小的
身材挑起了一个家。 2019 年他种了 5 亩

金钱草、 5 亩罗汉果、 1 . 3 亩水稻，养
了 50 多只鸡，十几只鸭，另外他在中庸
镇污水处理厂还有一份工作。为了不影响
去污水厂上班，李运福每天天不亮就起
床，争分夺秒喂鸡喂鸭，到地里料理庄
稼，期盼能有个好收成。

一年到头来，李运福常常是忙得团团

转，几乎没有一刻停歇。村里人都说李运
福了不起，也感到他太辛苦了，常常是能
帮他一把就帮一把。

在精准扶贫的工作中，驻穴田村第一
书记、后盾单位桂林市妇联帮扶联系人了
解到李运福的家庭情况后，被他的这种直
面挫折，迎难而上，不等靠要的精神感

动。在和他的交流中，帮扶联系人问他：
“你一个人又要上班，又种养那么多的农
作物和家禽，连轴转，会不会太辛苦了，
有没有厌倦的时候？”李运福憨笑着说：
“累是肯定的，但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我的儿女也非常懂事，放学回来也会帮我
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父母虽然 70 多岁
了，也都还能帮我做一些家务。每当看到
他们，我又充满了力量，他们都是我的精
神支柱。”

帮扶联系人了解到李运福家的情况，
并且结合相关的政策协助他申请到了 C
类低保 4 人，联系社会爱心人士资助两
个孩子助学金 3000 元/年，为其女儿联
系社会爱心人士每月捐款 200 元，为两
个孩子解决了学习和生活的困难，同时，
协助他申请了扶贫小额贷款 5 万元，助
其发展产业。村里帮助李运福申请了危房
改造资金，对他家房屋进行了修缮，住着
更舒适。 2019 年，李运福一家各类收入
总计达 4 万余元，人均收入超过 6000
元。 2020 年，李运福一家顺利达到了
“脱贫摘帽”的要求。

聊起这些，李运福满是感动，是党和
政府的好政策，各级干部对他们一家进行
锲而不舍的帮扶，让一家人摆脱了贫困，
生活越过越好。

临桂区中庸镇穴田村贫困户李运福：

生活越来越好 再累也有力气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鹤骨龙筋结寿枝，红绡紫绮曝仙
衣。” 4 月 2 日下午，记者在秀峰区东华路看到，去年新引种的
49 株洋紫荆正在惊艳绽放，紫色、粉色的花朵连成一片，仿佛一
片云霞，把整条道路装扮成美丽而又浪漫的花路。

市林业和园林局相关人士介绍，洋紫荆是落叶乔木，先开花后
长叶，花大而美丽，略有香气，花期长，生长快，耐烟尘，抗大气
污染，易于种植，是良好的观赏植物。我市在开展王城片区历史文
化旅游街区改造时，园林部门把原来种植杂乱、长势弱的树木移栽
他处，并新引种了 49 株洋紫荆。这批洋紫荆高 5 — 6 米，干径在
20 厘米左右，比较挺拔，跟周边经过立面改造的建筑更相得益
彰。洋紫荆春季开花时，花色艳丽，为东华路增色不少；过了花期
后，枝叶繁茂，为这条道路提供了充足“绿量”，能营造较好的景
观和生态效果。

该人士表示，除了东华路外，近年来，我市还在环城南二路、
桂阳公路、訾洲公园、西山公园、桂林园林植物园、南溪山公园、
临桂区多条道路和山水中央公园陆续引种了洋紫荆，形成了较好的
景观效果。如訾洲公园专门建设了洋紫荆大道，随着洋紫荆盛开，
形成了鲜花夹道的美景；桂林园林植物园于去年专门引种了一片洋
紫荆林，现已成为一处新的洋紫荆赏花胜地。未来，园林部门还会
因地制宜在相关路段增种洋紫荆等开花植物，丰富道路色彩，提高
道路景观效果。

市区洋紫荆盛开

东华路一路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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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健 通讯员王浩）“大哥，这是 900 元，是
界首政府帮你家售卖土鸡的钱，今后你们还有其他的农产品同样可
以通过政府消费扶贫销售。”近日，兴安县界首镇百里村驻村工作
队员为百里村贫困户胡承朝送去帮其售卖土鸡所得的现金，胡承朝
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王镇长，你订的鸡蛋贫困户今天已经送来了，麻烦你有空过
来服务点取一下。”在界首镇政府的廉政食堂前的“消费扶贫”服
务点，扶贫工作人员正在打电话通知此前订购了农产品的同事前来
取货。该服务点为贫困户售卖柑橘、鸡蛋、生禽、蜂蜜等农产品，
在疫情影响市场销售的情况下想办法为贫困户增加收入。

为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界首镇组织学校和镇
直单位廉政食堂认购贫困户、贫困村的农产品，同时鼓励民营企业
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从而有效增加贫困户的农产经济
收入。

兴安界首镇：

消费扶贫暖心助民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欧见凤）“儿子，过来，让妈妈抱
抱！”陈女士向 7 年多未见面的儿子呼唤道。她对面的 8 岁男孩
沉默片刻，终于缓缓投入了母亲的怀抱。陈女士顿时哭成泪人。

这是日前发生在兴安县人民法院城关法庭的感人一幕。在法官
的耐心调解下，一起离婚纠纷案顺利办结，同时也唤醒了一段沉睡
7 年多的母爱。

当天下午，城关法庭的立案窗口接待了来自贺州的当事人陈女
士及其律师、亲友等一行 5 人。陈女士诉称，她与丈夫李先生二
人已分居 7 年多，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且无和好的可能，因此
她诉至法院请求解除两人的婚姻关系。但对于 8 岁的儿子，陈女
士表示，自己在孩子 5 个月大时便与他分开了，母子感情很淡，
她无意争夺抚养权，因此她认为，儿子的抚养费应由其父亲李先生
承担。

受理案件后，同为人母的主办法官了解到，陈女士与儿子 7
年多未见，如今母子俩形同陌路，让人感到既痛心又惋惜。考虑到
陈女士从外地赶来，主办法官当即决定马上召集双方调解，希望及
时化解矛盾的同时，也能让无辜的孩子重获亲情。

通过联系，陈女士的丈夫李先生来到法庭。李先生直言：“离
婚可以，先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 20 万元，并按每月 800 元的标准
一次性支付完毕儿子的抚养费。”对于李先生的要求，陈女士表示
不同意。法官告知陈女士，按照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都有抚养义
务，不能因为没有感情就推卸责任；法官也劝说李先生，他请求的
精神损失费缺乏法律依据，并希望双方能念及夫妻之情及孩子的亲
情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在调解过程中，主办法官听到李先生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细
节——— “我儿子天天喊妈妈，经常说想妈妈，好可怜！”法官为之
动容，她建议李先生把儿子接到法院，让母子俩见上一面，以了却
孩子的心愿。与此同时，法官也想以孩子为突破口，让陈女士念母
子之情，在纠纷中作出一些让步。当法官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推心
置腹与陈女士聊起她丢下孩子的原因时，陈女士终于道出自己的苦
衷。原来， 7 年多前陈女士因不满丈夫对其冷漠，一气之下带着
儿子回了娘家。之后李先生借看孩子之名，偷偷将儿子抱走，这才
导致了母子分离。并且，李先生还有过激的语言对待陈女士的父
母，因此，陈女士才拒绝和陈先生联系，也不敢回兴安看望儿子。

李先生把孩子带到法院，腼腆的孩子面对这位心中呼唤了无数
次的“妈妈”感到无所适从，难以叫出“妈妈”。细心的女法官注
意到，虽然孩子不肯叫妈妈，却多次悄悄地观察着这个陌生的“妈
妈”。于是法官鼓励陈女士主动拥抱孩子。最终，陈女士满眼含
泪，喊了声儿子的名字，并将儿子拥入怀中。

在见到孩子后，陈女士心里充满了愧疚。她的心顿时变得柔软
起来，于是同意每月支付儿子抚养费 800 元，且愿意补偿李先生
之前独自抚养儿子的抚养费共计 2 万元，并当场给付。而李先生
也同意离婚，放弃了精神赔偿请求，并承诺保证陈女士对儿子的探
望权。至此，这起离婚纠纷圆满解决。

细心法官情法并用

唤醒母爱巧解纠纷

▲在文泽富的带领下，红薯种植成为德良村村民脱贫致富的主打产业。

 2019 年 11 月，文泽富（左）
在帮村民收红薯。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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