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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山村三日
（上接第1版）

“我家老房子的墙上，还有彭德怀写的标语，几个毛笔

字有劲得很，记得是‘打土豪分田地’。我家隔壁，是赖家祠

堂，新城战斗时，几十个红军伤病员就安置在这里。屋里躺

不下，连走道里都摆满了担架。”赖福洪说。

“听我奶奶说，朱德在我家住时，每天一大早，就把缸里

的水挑得溜满。想让朱军长歇口气，可是怎么拦都拦不

住。”另一个身量不高的中年人插话。

“我爷爷给红军造纸，彭德怀一有空就过来帮忙。脏活

累活抢着干。”一个叫赖福桥的村民，抢过话头。

“我伯公赖章达懂医道，毛委员、袁文才亲自上门，请他

去给红军瞧病。”赖仲芳说。

“村里又有哪一家没和红军打过交道唦！全村的青壮

年，都为红军送过军粮。就说那一次黄洋界保卫战摆的三

十里竹钉阵，连妇女、细伢都参加了削竹钉……”这位插话

的村民嗓门又脆又亮。

“对了，我家门口往前几十米的地方，还埋了七位红军烈

士呢!”赖福洪说，“记者同志，我们村和共产党的感情可不一

般呢。不光是战争年代，你帮我，我帮你，血肉情深。就是现

在，我们和共产党也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今天能过上好日

子，那不全是托了共产党的福嘛！你知道吗？习总书记来过

我们村嘞！看见山顶那个‘大拇指’雕塑了吗？讲的就是，新

一代领导人和我们村民的感情……”

赖福洪带记者来到院外的空地。循着他的手指望去，

但见前方山头上：射灯照射下，一个高高挑起的“大拇指”直

指夜空。旷野星光的映衬下，“大拇指”分外夺目……

第一日

天才麻麻亮，楼前板栗树上，鸟儿已经喧噪起来。夹杂

着几声高亢的鸡啼。

记者迫不及待来到了村头。攒着花香、草香、泥土香的

空气一股脑地往鼻腔里钻，冲得记者连打几个喷嚏。一缕

又一缕白云在村舍四周的山头上溜达，一钩弯月尚未褪去，

蹑手蹑脚躲在云彩的后面。

好几处农舍的屋顶上，已有炊烟袅袅升起。

村头的茶田里，已有人在劳作了，有的挥动锄头在除杂

草，有的蹲下身子在覆压地膜，还有的挽着裤管埋头修补田

畔的排水沟……

茶田边上，是一个黄桃园，即将成熟的黄桃缀满了枝

头。一位老人正在园子里忙活。老人似乎在哪里见过？

“老人家，您贵姓？看着面熟啊。”

老人欠起身，拍拍手上的泥土，露出淳朴的笑脸：“莫不

是电视上见过我喽？”

“那个在电视里给总书记点赞的人，是不是您老人家？”

老人很得意，使劲点了点头：“走，屋里去。我最喜欢给

人讲这一段。”

老人介绍说，他叫彭水生，今年 81 岁了，曾经当过村里

的支部书记。

老人的家，离桃园不远，一座白墙黛瓦的赣南民居依山

而建，墙壁、门窗粉刷一新。大门很气派，门两边挂着一副

对联：“岁月逢春花遍开，人民有党志登天。”二楼阳台上，挂

着一幅巨大的牌匾，上面写着：“神山老支书农家菜”。

坐在老支书门前的台地上，喝着清香的新茶，听老人兴

致勃勃地回忆神山村那一段段往事。

“你呀，不错嘞！”

说起以前的神山村，老支书并不讳言：“穷得人心焦

嘞！家家就那么块巴掌大的田，糊饱肚子都费劲。谁不想

过好日子？乡亲们只能打这满山毛竹的主意。砍毛竹去

卖，可不是谁都能干的营生。为啥？没有路！上山下坳只

有那条坑坑洼洼的黄泥小道。那时候家家都穷，人人都是

趿拉双破草鞋来来回回‘磨脚板’。我当村干部，少不了去

集上为大伙买农资，多想买一双解放鞋撑撑门面，可买不起

啊！人家这样说我们神山村，‘麻雀飞过不落地，挑夫进村

不伸手’。那年头，村里的壮劳力都外出讨生活了，只剩下

些妇女、孩子……”老人的语气颇有些感伤。

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荷锄从这里经过。彭水生

唤住了她：“艳霞，你给记者伢说说你嫁过来那辰光的事

儿。”

胡艳霞倒也没有推辞，寒暄了几句，便坐下来落落大方

地讲起来：“明年，我嫁到这个村就 20 年喽。记得头次来，可

把我吓坏了，土坯房，泥巴路，一脚踩下去，淤泥能没了脚

面。要不是我家那口子，人老实，模样也还行，哼！谁愿意

嫁到这里来。记得结婚那天，落了雨，村里没有车行道，我

穿红着绿走了六七里地，可惜了那身新嫁衣啊，满身都是泥

点子。吃酒席的时候，外面欢天喜地热热闹闹，我却躲在屋

里抹眼泪。只能自己劝自己，熬吧，熬熬吧！”

胡艳霞和彭水生都把今天的好日子归结于党的脱贫攻

坚政策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说起 2016 年 2 月 2 号那天

发生的事，至今仍让他们激动不已。

“那天，正是农历小年。连着几天雨夹雪，山里气温低，

路上檐下都结了冰，地上厚厚一层霜皮。我们做梦都没想

到，在这样的天气，习总书记来到了我们村！”彭水生两眼炯

炯放光，“习总书记对老百姓，那是真心的好哇！走了一户又

一户，问大家粮食够不够吃，住房够不够暖，年货购置得怎么

样，发展生产有什么困难……他问得好细哦，听得好认真

哦。他还来到灶房间，看看锅里煮的什么；走进农民的茅房，

看看是不是仍在用旱厕……我就想，总书记日理万机那么

忙，还这么惦念咱山里人，在和总书记握手时，不由得脱口而

出，‘你呀，不错嘞！’说完，我翘起左手大拇指，给总书记点了

个赞。总书记听了，拍着我的手背哈哈大笑。”

“多多创新，把产业做大”

讲起那天总书记在村里的动人场景，神山村的乡亲们，

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

左秀发，当时还是贫困户。见总书记向他家走来，他带

着老伴彭冬连、小孙孙左伟波欢天喜地迎了上去。

总书记紧握两位老人的手，嘘寒问暖。然后又俯下身

亲切地问左伟波上几年级了，学习怎么样。总书记拿出一

个书包，送给左伟波，勉励他好好学习。

左秀发家门口的空地上，几个村民正在打糍粑。总书记

走过去，饶有兴致地观看起来。

他亲切地问：“要打多久？”

有村民回答：“要打十多分钟。”

“我能不能打两下？”总书记征询村民们的意见。

接过木槌，一下、二下、三下……总书记打了十一下！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左秀发说：“总书记打得那样沉稳，

每次都正中‘靶心’，一看就是‘会家子’！”

这时，左家的屋子里，传出一阵“嗡嗡”的机器响。左秀

发向总书记解释：“我儿子正在做竹器加工呢。”

“走，看看去。”总书记随大家一起向屋里走去。

屋里，左秀发的大儿子左香云正在用电脑给竹筒雕

花。看到总书记进来，慌慌张张站了起来。总书记用眼神

示意他，继续手中的活计，亲切地问他都能加工哪些产品，

销路如何。

左香云一一作了回答。总书记肯定了他立足本地资

源，加工增收脱贫的做法，希望他多多创新，把产业做大。

“干部都是人民勤务员”

离开左秀发家，总书记把目光投向山头上那座孤零零

的房舍：“那户人家离村子比较远，过得怎么样？看看去。”

女主人彭夏英正系着围裙在锅台边忙活呢。见有客人

来，她抬起胳膊揩把脸，当看清眼前站的竟是总书记时，惊

讶得合不拢嘴，半天才醒过神来，使劲在围裙上揩了个手，

猛地上前攥住了总书记的手：“习主席，真的是您呢？！”

总书记拉过一条板凳，招呼彭夏英和她的丈夫张成德

坐下，和他们聊起了家常。问他们生活有什么困难，当地政

府有什么扶贫项目。见桌子上，摆着一个电视机，总书记

问：“能收几个台？”彭夏英回答：“装了村村通，能看 50 多

个。”“信号怎么样？”总书记边说边拿起遥控器试了试。

看 墙 上 挂 着“ 光 荣 之 家 ”的 牌 子 ，总 书 记 问 张 成 德 ：

“你当过兵？”

有些紧张的张成德赶紧站了起来，搓着手点了点头。

“坐下，坐下。”总书记和蔼地笑着，“你在哪里当的兵？”

“在西藏阿里。”

“当了几年？”

“八年。”

“噢！西藏，那是个艰苦的地方啊。”总书记和颜悦色地

朝张成德连连点头，感谢他对国家的奉献。

起风了，西北风刮得屋外的树梢呜呜作响。风从窗缝、

墙缝里钻进来，屋里墙上的招贴画也发出了唰唰的响声。

总书记站起身来，仔细地到每个房间看了看，还用手轻

轻敲了敲墙壁。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嘱咐陪同的当地干部：

“山上风雪大，温度低，村民们土房子的质量还需要提高

呀。你们研究研究，看怎样帮助大家改造一下。”

离开前，总书记又仔细看了看墙壁的厚度。彭夏英

知道，总书记还是有些不放心——担心这土房能不能遮

风挡雨。她赶忙说：“总书记，您尽管放心，现在我们的日

子越过越好嘞。您给全国人民当家当得好，老百姓感到

很幸福呐。”

“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包括我在内，所有领导干

部都是人民勤务员……”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

那一刻，彭夏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了解了村里的大致情况后，总书记和当地干部们一起

擘画脱贫之策。

对村民的住房问题，总书记尤其重视。他拿起村居改

造的设计图仔细推敲，不时追问细节。

他仔细听取了县乡两级对壮大集体经济、产业化规模

经营、延伸产业链条、“两不愁三保障”等方面的打算，并提

出了指导意见。他说：“要精准扶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生活好的，要过得更好；生活还有一定困难的，要克服困难，

走上富裕之路。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时任茅坪乡党委书记兰胜华向总书记详细汇报了神山

村实施的“红蓝黄”精准扶贫举措——“红卡”为特别贫困

户、“蓝卡”为一般贫困户、“黄卡”为 2014 年已经实现脱贫的

贫困户。针对“三卡”户，采取分类扶贫政策。

总书记把所有“红卡”户的档案认认真真看了一遍，详

细地询问了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了解了乡村两级都采取

了哪些因应之策，他叮嘱兰胜华：脱贫攻坚越是到了最后关

头，越是不能松劲；对红卡户这样的重点人群，要给予重点

帮扶。确保脱贫，关键在于扶贫措施的“精准”。

兰胜华表态：“请总书记放心，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

神山村的精准扶贫工作抓好，让神山村和全乡人民一道在

今明两年摘帽脱贫，让人民过上更幸福的日子！”

车子就要启程了，总书记还在凝望山坳里的村舍和远

山近岭劲挺的青松。随后，他的目光在当地干部的脸上一

一驻留，再一次殷殷叮咛：“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团结带领乡

亲们把村里的事办好。让老人们过得越来越安心，让孩子

们好好成长。”

…………

结束当天的采访，已是深夜。一整天，记者都沉浸在感

动之中，感动着总书记的人民情怀，感动着广大群众的不懈

奋斗，感动着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深情。记者的脑海

中，蓦然闪过作家袁鹰在《井冈翠竹》中说过的那段话：“我

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正是用井冈山毛竹做的扁

担，挑着这一副关系着全中国人民命运的重担，从井冈山出

发，走过漫漫长途，一直挑到北京城。”

而今，新一代的领导人，正接过这副重担，带领十四亿

中国人民健步向前……

第二日

窗外，先是传来几声布谷鸟的清唱，接着，就听到无数的

鸟儿也汇入了这个清晨大合唱。合唱声越来越激越，越来越

雄浑，这些勤快的鸟儿，似乎不把万物唤醒不善罢甘休。

在鸟儿的合唱声中，记者迎来了神山村的第二个黎明。

眼见为实。昨晚睡前，记者已打定了主意：想通过自身

的切身感受，来体悟神山村这些年的变化。

昨天采访中，很多村民谈到，神山村已经结束了“行路

难”的历史。今天，记者特意换了双合脚的旅游鞋，要用脚

底板“亲近”出村的山道。

人人走上了“幸福路”

从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那座楼出发，记者沿着水泥铺

成的路面，直管往前走。一公里、三公里、五公里……记者

已是一身透汗，那条可容两辆车并行的平整道路还在往前

延伸，最终和一条通衢大道连成了一体。

昨天，老支书彭水生告诉我们，2016 年年底，进村的道

路，从 3 米拓宽到 5 米，不但全部硬化，还装上了护栏。现

今，甭说小车，50 人的大巴都可以直接开进村。

记 者 折 回 了 村 里。 大 街 小 巷 的 路 面，丝 毫 不 逊 色 于

城市的高档小区。村子中央的主干道，还实现了人车分

流——一圈朱红色木板铺设的栈道，环绕着展阔的车行

道，行人在木栈道上行走，惬意又安全。

在村东头，满头华发的村民罗桂堂正倚着栏杆往鱼塘

里撒新鲜青草。说到路，老人脸上笑开了花：“不敢信！家

门口也能听到喇叭响喽！前些年，我在 60 里外的东上乡工

作，每周往返一次。深夜两点摸黑出发，紧赶慢赶，早晨八

点才能赶到。路上常碰到蛇，手里攥根棍子，见了就打。现

在和过去比，是天上地下。我和老伴一人买了辆摩托，去哪

里，小旋风一样！”

这时，现任村支书彭展阳正好走了过来。他接过罗桂

堂的话茬：“从小在村里长大，哪个不晓得没路的苦？没有

党的关怀，哪有这条路啊！总书记说到脱贫、乡村振兴，总

会强调路的重要。比如，‘改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

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这话说得多好啊！我记得

牢牢的。”

“嘀嘀嘀”，一辆蓝色三轮小货车沿着硬化路从山上开

了下来。

“去拉毛竹了？今天跑了几趟？”彭展阳和开车的村民

打着招呼。

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咧嘴一笑，伸出三个指头。

“这趟拉了多少？”

“60 多根吧。”

看着远去的小货车，彭展阳发起了感慨：“过去运毛竹，

靠人背肩扛。一天运五六根，晚上骨头就像散了架。你看

看现在？”

家家住上了“安乐窝”

太阳越升越高，嗓子也焦渴起来。记者就近走向一幢

挂着“神山人家”牌匾的“农家乐”讨水喝。

女主人黄甲英搁下手中正在择的豆角，热情地给记者

倒了水：“山泉烧的，甜着哩！”

记者边喝水边打量着这座窗明几净的房舍：“大妈，村

里的房子都不错啊！”

黄甲英有些得意：“比起以前，真是好了不止十倍了，看

着、住着都舒心。”

不等记者问下去，老人便说起了从前的辰光：“前些年，

家家住的都是土坯房，那种老瓦片挡不了风也挡不了雨，碰

上雨天，天上大雨，屋里小雨。门前屋后，流着黄汤子，到处

泥窝子，出门呲溜打滑，哪次下雨不跌上几跤？”顿了半晌，

她才回过神，接着说：“现在你看，房搞得结结实实的，坪铺

得平平整整的。”

院子里的树上，几只鸟欢快地叫着。明媚的阳光透过

窗子，柔和地洒在客厅的地上。黄甲英说：“瞧！前些日子，

又铺了水磨石地板，做了吊顶……”

“听说，村里的旱厕都改成了水冲的。你家呢？”

“在那边，你们去看！”

记者循着她的手指，拉开了那扇厕所的门：五六平方米

的小房内铺设着瓷砖，蹲便器、废纸篓、水桶等一应俱全，用

脚一踩阀门，“哗”的一声，蹲便器被冲得干干净净。

中午吃饭的时候，记者和村支书彭展阳聊起了民居改造

的事儿。彭展阳说：“总书记那次来，最惦记的事情之一，就

是群众的住房问题。这几年，村里一直在抓‘安居工程’。

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政府补一点、群众出一点、社会捐一点、

扶贫资金给一点、银行贷一点。先后筹措了 300 多万元。怎

么改造？我们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一户户访，一家家谈，

拿出了几套改造方案请村民们选。最后决定，在保持房屋

结构的基础上加固维修，旧房变新房。”

彭展阳拍了拍身边的墙面：“结实着呢！我们在墙里

面加了钢筋，外头再用钢丝网扣住。屋顶的瓦片也全换上

了又防雨、又抗风、又环保的新型建筑材料。现在，就是下

瓢泼大雨，刮八级大风，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家家住上了

‘安乐窝’。”

户户捧起了“聚宝盆”

这天下午，歇晌起来，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罩上了乌

云。黑压压的云朵，在山坳上空奔来突去。云，招来了风。

一阵紧似一阵的大风，吹得竹叶哗哗作响。

在村道上，记者和村民黄翠英差点撞个满怀。

她嘴里说着“对不起”，继续匆匆往前赶路。记者问她，

马上要下雨了，为啥还要外出？她说，黄桃就要熟了，这时

候刮大风下大雨容易把桃子吹落，她要去黄桃园看看。

记者和她一起来到了果园，一边帮她检查果子套袋情

况，一边和她聊天。

这位个头不高、面容清秀的大姐告诉记者，果园的收

成，关系着村里许多人家的利益。“我也有份呢！有股权证，

每年都分红。”

不一会儿，又赶来几位村民。村委会副主任黄晓兰给

大家分了工，有的用竹竿加固树干，有的检查套袋。

黄晓兰告诉记者：“桃园经营到这一步，真不容易！搞

产业，谁不想？以前也有村民零零碎碎搞过，可是大家东一

榔头、西一棒槌，始终搞不起来。总书记那次来，指示大家

搞产业化。我们一下子开窍了，组织农民成立了黄桃合作

社。接着，又成立了茶叶合作社。”

“农产品生产，销售很重要。销售渠道不畅，再好的产

品，也卖不出好价格。成立合作社，是抵御市场风险、解决

销售难的法宝。搞合作社，可不是吃大锅饭，而是通过统

一管理，系统培训，让村民们成为现代化的职业农民。就

像总书记期望的那样：‘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黄晓兰

掰着指头算起了收支账：“全村 460 亩黄桃、200 亩茶叶，政

府为每户筹措股金 2.2 万元，每年分红 5000 元左右。村民跟

着技术员学种养，如果愿意给合作社‘打工’，每天还能赚

120 元‘日薪’。”

黄晓兰介绍，市里专门派了驻村科技特派员，传给村民种

果采茶的各项技艺。村里有个“明白人”，胜似有个“活财神”。

在“明白人”的带动下，村民们也都“明白”了起来。神山人总结

了村产业发展的“四化”经验：种植“生态化”，加工“深层化”，销

售“品牌化”，渠道“平台化”……

“再往后啊，咱神山村人的日子，那是冰糖加蜂蜜——甜

上加甜。农产品深加工厂已经在建啦！就在茅坪，2800平方

米。我去看过好几次，人家说，今年就能投产！我们的黄桃

也在电商平台上卖得火热。”黄晓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

直播网站，“你瞧，秒空！”

记 者 看 到，一 条 条 火 箭 似 的 弹 幕 在 黄 晓 兰 的 手 机 屏

幕上飞来飞去，短短一分钟，“神山黄桃”就卖出了 200 多

斤……

政府织起了“保障网”

夏日的天，小孩的脸。刚才还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傍

晚时分，天却一下子放晴了，乌云躲得没了踪影，风也柔和

起来。

晚饭后，不少人家，坐在门前的台地上摇着蒲扇乘凉。

胡玉保老人家的台地旁，几棵木槿花开得正闹，晚风送

来缕缕幽香。老人正躺在竹椅上，和几个乡亲聊天。记者

参加了进来。

问起身体状况，老人说：“人上了年纪，毛病也就多起来

了，高血压、心脏病、痛风……好几种呢！”也许是怕记者担

心，老人紧接着说：“亏得有了‘绿本本’，添病没添负担。”

见记者不明白，老人进屋拿出了个小薄本：“这是政府

发的。有了这个‘绿本本’，一个月 300 多块的药钱，自己只

花 60 块！”

记者接过一看，这是井冈山市医疗保障局发的“门诊特

殊慢性病种医疗保险证”。

说到“绿本本”，一起聊天的村民赖志鹏来了精神：“这

‘绿本本’，顶大事呢！我得过肺病，动过手术，需要长期吃

药，药费攒起来可是很吓人的一笔呦！政府专门针对脱贫

户制定了优惠措施，绝大部分药费都给报销了。”

赖志鹏意犹未尽：“对于咱贫困户，政府啥都替咱考虑

到了。就说我女儿上学这件事吧，为了减轻我家的负担，政

府把我女儿保送到了吉安卫校。上学期间，还为孩子报销

四次往返路费。毕业后，又给安排了工作，分配到神山村卫

生所。”

这个当口，忙完了一天工作的茅坪镇党委书记李晓峰

来村里看望记者，也加入了我们的聊天。

他说：“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总书记反复强调必

须解决好的问题。市里建立了五道保险——合作医疗、大

病保险、二次补贴、防返贫医疗险、民政兜底。教育也一样，

再苦不能苦孩子。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中职教

育、大学教育，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教育扶贫政策。我们一

手抓产业固富，一手织密社会保障网。抓好了民生保障兜

底，脱贫成果才能巩固。”

离开胡玉保家时，已是深夜。沿着山溪回住处，踩碎了

蛙声一片。

村委会办公楼旁的亲水平台里，那架水车还在吱呀吱

呀地摇啊摇。几个年轻伢崽坐在平台上，一边用脚打着水

花，一边轻轻哼唱：

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

茅坪河的水啊闪银光；

井冈山的人哎抬头望，

八角楼的灯光照四方。

……

第三日

昨夜和乡亲们聊得太晚，一觉醒来，天已大亮。

今天是周末。走进街巷，嗬！一片闹忙：红色、白色、蓝

色……身着各色团服的游客，就像春日里一场雨后园圃里

倏然冒出的缤纷花朵，一下子“开”遍了小山村！

几乎每个小店里都挤满了人；货架上的黄桃干、竹筒

酒空了补、补了空；打糍粑的“嘿吼”声此起彼伏；每个景

点都有人摆 pose 照相；点赞广场上，合影的人更是络绎不

绝……

在一家土特产店，老板娘吴桂兰忙得不亦乐乎。

“生意怎么样？”记者问。

吴桂兰满面春风，朝记者一扬手掌：“今天，5000块打不住！”

做好“山水文章”

灶火正上方的铁钩子上，几块腊肉熏得墨黑油亮。一

旁的砧板上，鲜红的辣椒、翠绿的葱花、金黄的姜丝，绽出鲜

香辛辣的烟火气……神山农庄老板罗林根在灶间忙碌着，

妻子彭茶香进进出出地往院坝里摆桌椅。

罗林根喜滋滋地对记者说：“今天中午有的忙喽，一下

子要来 150 多人！”

2016 年初，总书记考察江西时，提出“做好治山理水、显

山露水的文章，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神山村率先行动起来。村党支

部组织成立了神山村旅游协会，并请专家来村里进行培训。

罗林根是神山村最先做“山水文章”的村民之一。

过去以砍竹为生的他，累弯了腰杆，磨破了手掌，却苦

了半辈子，穷了半辈子。于是，他也成了“逃山大军”里的一

员——到市里一家陶瓷厂打工。

闻听村里要做“山水文章”，头脑活络的他，一下子看到

了商机，迅速回家开起了“农家乐”。他既当老板又当厨师，

时不时还客串一把服务员，从早到晚忙得脚打后脑勺，心里

却憋不住地乐：“别看我的门面不大，却是个‘网红店’呢！

最多时一次就接待了 300 多人。”

由“逃山打工”到“返乡创业”，罗林根身上发生的故事，

神山村还有很多例。

你看，罗林根的弟弟罗林辉也回来了，承包建筑工程、

开网店卖黄桃，日子过得一点也不比他哥哥差。

老支书彭水生的儿子彭小华也回来了，一边帮着父亲打

理“农家乐”，一边养蜂。一年下来，父子俩的收入可观得很。

左炳阳老太太的三个儿子，齐齐整整都回来了！一栋

楼三间门脸房并排立着，大儿子搞“农家乐”，二儿子酿酒种

茶卖土特产，小儿子打糍粑。老母亲天天乐得合不拢嘴，哪

儿还有半点孤单凄凉？！

总书记来神山村后，很多习惯了每年春节买“双程票”

回来探个亲就走的打工族，头回买了“单程票”——不再离

开啦。

这些后生，为神山村注满了活力。70 户的小山村，仅

“农家乐”就开了 16 家，年接待游客 32 万人次。村民的收入

也蹭蹭往上涨。

既富口袋也富脑袋

神山村告别了贫困，怎样才能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永

不掉队？村党支部认真领会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脱贫必

须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既

富口袋也富脑袋。

在神山村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发现“富脑袋”的元

素——宣传栏里，“最美脱贫户”“身边好党员”“致富能手”，

各类“平凡榜样”的照片和事迹抬眼可见，无声释放着“乡村

正能量”；“笑脸墙”上，村民们的一张张灿烂笑颜，拼成一颗

颗温暖爱心；村规民约、家风家训，贴在屋头、村头，更刻在

老表们心头……

要想“脑袋亮堂堂”，必须把文明因子深深植入人们的

心田。

今天上午十点半，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举行一场

干部群众互评会。记者也去“凑个热闹”。

悄悄躲在最后一排，但见现场已是“剑拔弩张”。

“你家屋里卫生好，但院门口还得好好收拾收拾。”

“村里面的游步道整治得不错，但是山顶的石阶有的已

经松动了。为啥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人管？”

“今年黄桃的价格波动较大，黄桃合作社该早一点拿出

应对办法……”

“游客的消费需求不一样，‘农家乐’也应该根据不同游

客的需要，错位发展……”

究竟该怎么错位发展，大家意见不统一，争得面红耳赤。

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李莉莉紧着为大家调解。

互 评 会 结 束 后 ，李 莉 莉 接 受 了 记 者 的 采 访 。 她 说 ：

“村里的干群互评会两个月开一次，很有成效。每次大家

都觉得‘耳根发热、心里透亮’。”

“义务宣传员、道德评议会、志愿服务队、乡风文明积

分银行……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近些年，天价彩礼、薄养厚

葬等不良习俗在村里渐渐没了市场。宗族矛盾不见了，邻

里互助成为常态。我家的‘农家乐’客满了，推荐去你家；你

家孩子没人带，我饭桌上就添副碗筷……有村民说得好，

‘同是一片天、同是一块地、同是一轮日头照，咱的阳光雨露

都是党给的，就该互相拉一把，一起跟党走’。”李莉莉介绍

起来一套一套的。 （下转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