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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青砖茶
吴世浩 (赤壁)

“这模样的扶贫才是真扶贫、实扶贫，给藕塘
村做了个金饭碗，村民长久受益。”9月28日，参加
嘉鱼县陆溪镇藕塘村主题党日活动的退休老支书
黄忠发，在听到该村佳一生态农业合作社，通过电
商销售农副产品36.34万元时，高兴地说。

“销售这么好，这得感谢老谢！”合作社负责
人蒋忠四由衷地说。

老谢名叫谢志美，今年55岁，是建设银行咸
宁分行电子银行中心主任，2018年8月，他响应
组织号召，前往嘉鱼县陆溪镇藕塘村驻村扶贫。

“年过半百重披甲，脱贫攻坚再建功。”谢志美常
以此自勉。

谢志美一到驻村，就琢磨着如何利用中国建
设银行的电商平台善融商务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他首先走访了佳一生态农业合作社。合作
社承包了村里200余亩的水面和400余亩的坡
地，水面种植菱角，放养刁子鱼、清水虾、野生甲
鱼等；坡地里建了20个无公害蔬菜大棚，不打农
药、不施化肥，光照物理除虫，一年四季应时蔬菜
不断。

在谢志美的指导下，今年3月，佳一合作社
的产品上线善融商务电子商务平台了，产品有

“佳一”牌菱角、干菜、干刁子鱼、野藕、莲子米、大
米等。合作社对藕塘村上册的贫困户关爱有加，
只要尚有一定劳动能力的都动员进来务工，能做
水面活的就摘摘菱角、摘摘莲子米，能做陆上活
的就割割青草、喂喂鱼、看看塘，能做室内细活的
就拣拣干菜、整整包装、发发货。给电商平台里

的客户发货，要求细心、周到、及时，当天能处理
的订单一定不隔夜。工钱，能计件的计件，能按
日的按日，准时现金发放到手里。

佳一合作社是村里和建行驻村扶贫工作队
重点扶持的对象，除了鲜活的产品只能线下交易
外，保鲜期长一点的产品都进驻了善融商务等多
个电子商务平台，日处理订单在逐步提升。优质
无公害水生菜、大棚菜，正在按订单农业模式，抢
季抢时种植养殖。村民足不出村就能打工挣钱。
扶持一家合作社，带动一村村民，盘活一村经济。
佳一农业，今年仅菱角就已经卖出了200余万元。

“以前，田地都租出去了，大事没-没体力
干，还-还-沾点摸牌小赌。现在好-好-多了，
能去合作社打-打-工挣钱，摘——棱角，看——

鱼塘。”贫困户黄显海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左脚
走路不方便，说话略显吃力，逢人就说扶贫工作
队和合作社的好。

该村另一家合作社陆富生态养殖合作社生
产的有机大米，在谢志美的引导下，也将上线善
融商务。

精准扶贫，电商先行。在做好本村产品上线
善融商务的同时，谢志美也把目光投向了本镇、
嘉鱼县乃至咸宁全市。

“‘互联网+’大潮滚滚，顺势而为，咸宁不仅
要解决农村电商买而难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更重
要的是要做好充分利用善融商务等平台将地产
品卖出去的大文章。”谢志美决定以藕塘村为试
点，力争更大范围内的咸宁企业与善融商务同船
而渡，让更多贫困户依托电商到达小康的彼岸。

帮 扶 之
——驻村扶贫干部风采录

谢志美：电商扶贫的带路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贺春音 通讯员 曹杰 周雨

开栏语：

2018年，通山县、崇阳县

如期“摘帽”。今年，通城县

即将“摘帽”。在脱贫攻坚路

上，我市涌现了一大批优秀

驻村帮扶干部。他们践行初

心使命，心系贫困百姓，坚守

扶贫一线，带领贫困户脱贫

致富，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工

作业绩，也留下了踏实肯干

的良好形象，为我市打赢脱

贫攻坚仗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从今日起开设“帮扶之

星”专栏，集中展示优秀驻村

干部风采。

序号

24

25

26

小区名称

金泉湾

璟湖世纪
城

凯翔康城

物业服务企业

咸宁市家园物
业管理有限公

司

咸宁市荣基物
业服务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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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存在主要问题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部分绿化带内枯死植被未清除，绿化带存在杂物和垃圾。2、部分楼梯间存

在堆放杂物现象，墙面存在“牛皮癣”。3、相关证照、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岗位职
责等公示内容不全。4、记录台账存在不全、不规范情况。

二、设施设备维护：1、部分电梯机房未做防尘处理，卫生情况较差，管理不到位。2、部分水电井未
上锁，部分水电井内堆放杂物，部分管井未做防火封堵。3、部分监控设备坏损未及时维修。

三、消防安全：1、自动消防设施故障未及时处理，现场工作人员操作能力差。2、部分消火栓内水
带、枪头缺失，消防设备巡检不到位。3、部分消防楼梯存在堆放杂物情况。

四、小区文明创建：1、关于未成年人宣传内容缺失。2、社区居民文明公约缺失，文明养犬规定和严
禁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未按要求标准实行。

五、政策法规宣传：政策法规宣传不到位，小区内未按要求设置政策法规宣传专栏。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相关证照、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岗位职责等未公示。
2、绿化存在缺棵少植、黄土裸露、存在垃圾。3、部分楼道未打扫干净，“牛皮癣”现象严重。4、存在乱拉
乱晾、乱堆放、占用公用部位的现象。5、小区车辆乱停乱放，僵尸车辆较多，充电桩严重不足，存在飞线
充电现象。6、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

二、设施设备维护：监控设备存在坏损，未及时维修。
三、消防安全：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无联动，主机无报警声响。2、私接乱拉“飞线”充电。3、

消防控制室值班未持证上岗，不会操作。4、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未建立消防管理台账。5、未进行固
定消防设施维保检测。

四、小区内停车位不足，停车管理混乱：小车未按车位有效停放，电动车、摩托车乱停乱放。
五、小区文明创建：1、关于未成年人宣传内容缺失。2、市民文明公约、社区居民文明公约缺失，文明养

犬规定和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未按要求标准实行。3、未达到每100米不少于3处公益广告的要求。
六、政策法规宣传：政策法规宣传不到位，小区内未按要求设置政策法规宣传专栏。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绿化存在缺棵少植、黄土裸露、修剪养护工作不足；2、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楼
道堆放杂物情况严重。3、小区无固定开放物业办公场所，物业工作人员配比严重不足；4、未建立有效的业
主报修和外来车辆、人员管理台账；5、没有四公开一监督公示牌；6、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

二、设施设备维护：1、多处监控设备存在坏损，未及时维修；2、个别入户单元门损坏失修；3、电梯五方对讲
无人接听；

三、消防安全：1、消防未验收全部瘫痪；2、小区存在飞线充电现象；
四、乱搭乱建问题：10栋2楼建有彩钢棚
五、小区内停车位不足，停车管理混乱：充电桩不足，电动车、摩托车乱停乱放。
六、小区文明创建：1、关于未成年人宣传内容缺失。2、市民文明公约、社区居民文明公约缺失，文明养

犬规定和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未按要求标准实行。3、未达到每100米不少于3处公益广告的要求。
七、政策法规宣传：政策法规宣传不到位，小区内未按要求设置政策法规宣传专栏。

整治意见
下列问题，请于10月23日前按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整改到位：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及时清理绿化带白色垃圾杂草，加强对小区绿化日常维护保养。 2、加强小区内卫生清洁力度，尽快处理小区内杂物堆放问题，及时清理墙面“牛

皮癣”。3、完善相关证照、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岗位职责等公示内容。4、完善各类台账，加强小区内管理力度。
二、设施设备维护：1、建立并实施一梯一档制度，做好电梯专职管理。2、强化责任意识，建立并落实好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做好电梯日常巡查，做好机房防尘处理。3、及

时维护破损监控设施设备。
三、消防安全：1、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建立消防管理台账。加强对全体工作人员的消防知识培训，提高全员消防意识，安排有资质的人员值班。2、迅速按要求补齐相关缺

失消防器材，建立消防设施巡查制度。3、物业企业应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清理楼道内杂物。加强对全体工作人员的消防知识培训，提高全员消防意识。
四、小区文明创建：责令严格按照《咸宁市住宅小区文明创建专项整治提升方案》要求，于10月23日前按要求整改到位。
五、政策法规宣传：严格按照《物业行业政策法规集中宣传方案》要求，在小区每个出入口显著位置设置5米*1.4米的政策法规宣传栏；每个单元楼栋必须按照《咸宁市人

民政府关于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配装“物业部门职能职责划分和投诉举报电话”告知牌。

下列问题，请于10月23日前按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整改到位：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完善相关证照、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岗位职责等公示内容。2、及时清理绿化带白色垃圾杂草，加强对小区绿化日常维护保

养。 3、加强小区内卫生清洁力度，尽快处理小区内杂物堆放问题，及时清理墙面“牛皮癣”。4、及时清理楼道垃圾，杜绝乱堆乱放现象。 5、完善机动车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责
任，对临时停放的机动车实施临时停车划线，设置非机动车临时停放点标示。及时清理僵尸车和废旧自行车。6、按照市人民政府办《关于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民
政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街道办事处依法组织召开业主大会，选举成立业主委员会，请物业公司积极配合街道办事处组建小区业主委员会。

二、设施设备维护：及时修理破损的监控设备，加强小区安全管理。
三、消防安全：1、建议物业服务企业申请维修基金对消防设施进行维修整改。2、制定方案，加强对全体工作人员的消防知识培训，提高全员消防意识，安排有资质的人员

值班。3、制定小区停车管理制度，切实加强管理，坚决杜绝消防通道车辆停放现象。4、落实加装充电桩的计划安排。杜绝飞线充电现象。5、建立有效的消防检查维修台账。
四、小区内停车位不足：广泛征求业主意见，积极商定小区车位改造、新增方案，住建、城管、消防等部门配合审查。
五、小区文明创建：责令严格按照《咸宁市住宅小区文明创建专项整治提升方案》要求，于10月23日前按要求整改到位。
六、政策法规宣传：严格按照《物业行业政策法规集中宣传方案》要求，在每个小区出入口显著位置设置5米*1.4米的政策法规宣传栏；每个单元楼栋必须按照《咸宁市人

民政府关于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配装“物业部门职能职责划分和投诉举报电话”告知牌。

下列问题，请于10月23日前按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整改到位：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及时清理绿化带白色垃圾杂草，加强对小区绿化日常维护保养。2、加大小区楼道卫生清理力度、及时清理楼道垃圾，杜绝乱堆乱放现象。3、完善

人员配置，确保小区内工作正常开展。4、完善小区各类台账管理和人员登记制度。5、完善相关证照、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岗位职责等公示内容。6、按
照市人民政府办《关于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街道办事处依法组织召开业主大会，选举成立业主委员会，请物业公司积极配合街道办事处
组建小区业主委员会。

二、设施设备维护：及时维修破损监控设备、破损单元门，确保电梯五方通话正常通话。
三、消防安全：1、对于本小区消防问题的特殊性及时上报消防、住建等政府部门协调解决。2、杜绝小区“飞线”充电。
四、私搭乱建问题：对10栋2楼建有彩钢棚上报城管部门处理。
五、小区内停车管理问题：广泛征求业主意见，积极商定小区充电桩改造、新增方案，住建、城管、消防等部门配合审查。
六、小区文明创建：责令严格按照《咸宁市住宅小区文明创建专项整治提升方案》要求，于10月23日前按要求整改到位。
七、政策法规宣传：严格按照《物业行业政策法规集中宣传方案》要求，在小区每个出入口显著位置设置5米*1.4米的政策法规宣传栏；每个单元楼栋必须按照《咸宁市人

民政府关于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配装“物业部门职能职责划分和投诉举报电话”告知牌。

七里冲，
一条慈悲的港

余成强 (赤壁)

七里冲，无江无河无溪

一条水系，发源于八斗垅水库

像家乡的长江一样，自西向东

贯穿全冲，全长七里，

廖家冲、邹家垅，宋家坡，杨雀垅

田家坡，马家畈，么塘垅……

所有的沟渠，都是它的支流

而它，过京广铁路，汇入大港

在距蒲圻古城一公里处进入陆水河

到陆溪口时，早已烟消云散了

这条朴素得没有名字的小港

是我们和水牛的避暑胜地

是我们和白鹭的鱼篓子

清晨，浣衣的村姑，像露珠般晶莹

黄昏，垂钓的老者，像落日般寂静

旱季不曾断流，雨季也曾泛滥

但我不曾见过它的泪水和恸哭

它，因清浅而平和，因卑微而慈悲

漠北的风

掠过蒙古高原

一杯奶茶

岁岁年年

滋润草原的枯荣

大漠尽头的尽头

三月春风翠绿了羊楼洞

松峰山上的新芽

芳香着玉门关外的老少

杀虎口的羌笛

自遥远的西北

拂起蒲圻古老的杨柳

宁可三日无粮啊

不可一日无茶

赤壁，从格桑花盛开的目光中

读懂牧民盼茶的渴望

独轮车，吱吖着七里冲的鸟鸣

行帮如雁阵临空

新店的船队

颠簸穿过黄盖湖的风浪

驶入长江，驶向塞外，一路风尘

车辙，辗出汉水的波浪

马帮与驼队跋涉

走过浑善达克沙漠的黄昏与清晨

长河落日，伊林牧歌

阴山下，来自羊楼洞的茶香

笼盖四野，回味在天地之间

在我的买卖城

在你的恰克图

羊楼洞青砖茶如针

万里茶道似线

牵起亚欧商贸流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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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竹子是最好的燃料，但每根竹
子都不想一下山就当成柴烧，那样它会发
出呐喊，震天动地地表示强烈的不满。假
如它派上了用场，与人一起生活了好久，终
于尽了所有的能耐，再无它途，那它会心甘
情愿被点燃，高高兴兴地燃烧。人只有顺
从了竹意，那日子才过得更丰衣足食。

在山里，人养竹不比侍弄花草复杂,使
点力气施点肥，就可懒眼看。竹子就如穷
人家的孩子，懂事早，特别适应环境，不择
环境好坏，摸爬滚打中就自立了，不几年就
成了家里的梁柱。

农人在林地里全垦深翻，挖除石头、树
蔸、老竹鞭，施足牛羊粪等有机基肥，便可
于年初的雨天挖竹鞭栽植了。一根竹鞭子
慢慢在土壤里扎下根须，往四下里伸展，一
年年的在春季里往外蹦出笋子。根长笋，
笋变竹，竹又生根长笋，无穷裂变，于是荡
漾出浩瀚的竹海。在楠竹逐渐繁复的时
候，每年都要进行竹林垦复，有经验的人如
熟知手有十根指头一样，知道：“砍密不砍
稀。砍劣不砍优，砍老竹不砍嫩竹，砍冬竹
不砍春竹，砍林内竹不砍林缘竹。”

有些竹林，于不知不觉间，它就茂盛起
来了。你一转身突然发现山凹里多了几棵
竹子，再转过年背，满眼苍翠的竹，绿得人
心潮澎湃。我常常痴迷于竹子清瘦挺拨的
身姿，被那一杆杆林立的气势所折服，忍不
住抚摸那刚脱掉的竹箨，略带绒毛的竹
节。仰起头看竹梢闪动之下的天光，一种
沐浴灵魂的舒泰涌遍了全身。在寂静的竹
林里深呼吸，深呼吸，吐纳的岂止是生命之
氧！其实是性，是情，是块垒。

竹养人真是针到线到匹眼到，面面俱到。
从生到老，生生世世，前赴后继，倾注进了农家
的毎个生活环节里。当竹子离开了山林，就一
头扎进农家，尽心，尽力，尽身，随着人愿。再没
有任何物质可以有如此的竭尽其用了！

笋子挖出来，蒸晒煮炒成为佳肴，既充
饥又美味，由笋作料的包子、包坨，真正称
得上是“山珍”。山里人有清明“吃笋子长
脚骨”的传承，毎到那时节满山遍野是扯笋
挖笋之人，家家户户堆积如山的笋子，令人
手不住闲，一边是剥的壳，一边是白嫩的笋
肉。这人家大有被笋子塞满之嫌，引得旁
人啧啧称叹。崽滴！这脚力，这架势！末

了，是由衷的摆头折服。
竹子被砍下来，不管被弄成高的、矮

的、方的、圆的、扁的，尖的，还是轻的，重的
物件，都各尽其责，体现对人无微不至的体
贴与关怀。在公路交通闭塞的旧时，山里
运物件出去除了肩挑背驮，就是放竹排。
将竹子成根捆扎，便可飘于溪流，小伙们从
溪里顺流而下，撑起竹排下长江，荡秋千那
个味儿，随波逐流那个畅意，非得喊出来唱
出来不可！九江呀，码头呀，把船撑啰！当
人们用长长的竹竿，在河里撑船划船的时
候，他们的心也早已插上翅膀向着下游飞
去，有无穷的力量带着攀升。

一件好的竹制品，如晒簟、竹床、箩筐，
有的用得上几代人。主人要在上面写上名
字，落上某年月制等字样，基本上不用担心
被窃，主要是防止与他人的混淆。

竹子延续的亲情朴实厚重，让人陡生
尊严与幸福。打花棍，划莲船，骑竹马，玩
龙灯狮子灯，山里人抓起竹器就能娱乐。
在最繁忙的季节，竹鼓槌在鼓上敲出动人
的节奏，欢快地在山岭间漫卷，随风飘散到
云天。辛勤的人们在歌鼓中驱去疲累，上

足马力干活，一工抵得好几工。
有文化的农民竹板一响，顺口溜随口

来，湖北大鼓像模像样地表演起来。一杆
横笛在手，坳上、库塘边、禾场天灯下、溪畔
檐下，不知吹开了多少人的心扉。

当我胸无成竹地教着山里孩子时，常
常无法使他们安静下来，唯一给我撑腰的
不是知识与经验，更不是爱与包容，我依仗
的却是竹条子。一鞭在手，有三分威严。
面对学生，终是有了教书育人的底气，我敲
一下讲桌，再使劲敲一下，课堂立马肃静，
孩子们正襟危坐，装模作样地听，清澈的眼
睛里放出几分讨好与畏怯的光。

长年与竹相处，日日受竹恩惠，丝毫未
感觉到竹的可贵。在离开林竹掩映的山村
多年后，现在一见竹就充满敬意，由然而升
对于家乡的眷恋。甚至才想起与领悟长辈
说的：竹篮打水一场空；竹筒倒豌豆；扁担
无捺两头失塌；不用扬鞭自奋蹄。更进一
步想到那隆中诸葛，清瘦了一生壮志，难道
不是竹的灵魂附体？郑燮的“疑是民间疾
苦声”，东坡居士的“不可居无竹”，又有谁
说不是竹子成就了士子清名？

入世的竹子
孔帆升 （通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