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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为布，稻谷为笔

画一幅山间田园画

金秋时节，作物丰收。在
广大农村地区，村民们抓住晴
好天气，在房前屋后晾晒稻
谷、玉米、辣椒、黄豆等。五
彩缤纷的农作物犹如画笔一
样，将乡村变成一幅山间田园
画，美不可言。

9 月 12 日 18 时 52 分，织金县双堰街
道星秀社区梦园值守点。忙碌了一天的
志愿者程玮，疲惫地把头埋到桌子上，眯
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比个“剪刀手”给自
己加油鼓劲，继续整理抗原筛查统计表。

“昨晚只睡了 3个多小时，今早又从
7点一直忙到现在。”隔着防护服，笔者
看不出程玮的真实年龄。当听到值守点
负责人王新勇说他才 18岁，刚刚高三毕
业考上大学时，其他志愿者都竖起了大

拇指。
“我觉得，抗疫时的我是最帅的。”

程玮笑着说。
9 月 2 日，程玮申请加入志愿者队

伍。9 月 3 日通过后，就一直在梦园值
守组，除了参与卡点值班外，还负责运
送物资、协助检测等工作。

“这个‘00 后’年轻人真不错，哪
里有困难就主动到哪里，多苦多累都没
有怨言。”王新勇说，程玮从 9月 8日开

始值夜班，天天熬夜。经常是睡了一会
又被喊醒，随便吃点早餐就投入到新的
战斗中。

在梦园值守点，像程玮这样刚刚高中
毕业考上大学，因为疫情原因暂时无法报
到入学的“00后”志愿者，还有两个人。

一个叫刘媛烨，19岁。她说，自己
第一次当志愿者，就能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帮助到大家，感到很自豪：“当我在
教会小区的老人们如何做抗原筛查时，

不但没感觉辛苦，反而很开心。”
另一个是18岁的张紫怡，她说：“我爸

爸也是一名志愿者，我是跟着他进入这个
队伍的。这几天，我帮了不少人，也学到了
很多东西，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点滴微光，可成星海。疫情面前，
这些在人们眼中还是孩子的“00 后”，
仿佛一夜之间褪去青涩，用并不厚实的
肩膀，扛起了责任与使命，活出了青春
最美的样子。

“00后”志愿者的“疫”线青春
通讯员 韩贤普 王纯亮

我是一袋“蔬菜”。
天还没亮，我同来自省内外的一大

批抗疫物资抵达贵阳市云岩区某储藏
库。刚到卸货区，工作人员就对我们进
行正常消杀。随后，我们被抬下运输
车，放入小推车送到各个存放点。

这里灯火通明，人们忙忙碌碌。很
快，戴着口罩、统一服装的工作人员，
有序地前来“认领”我们。

“这批蔬菜要快速分拣，今天务必
送到市民手中。”大家讲话很快，走路
带风。

我被放在一个大仓库里，有猪肉、
鸡肉、鱼肉、丝瓜、胡萝卜、西红柿等
各种肉类、果蔬。大家整整齐齐坐在冰
柜和篮子里。

在分拣点，工作人员的动作同样快
速。不一会儿，我和土豆、黄瓜、猪肉
等兄弟姐妹被放进兜里，送上传输带。
听分拣工作人员说，这轮疫情发生以
来，这里每天都有 20名左右的人员对物
资进行分拣，并以最快的速度送出，加
班加点是常事。

大约 3 分钟后，我从 200 米左右的

传输带上下来，迎接我的是戴着口罩、
全副装备的配送员。

拣货、核对、装车，兄弟姐妹们被
送上专车，再次出发。

配送员带着我们穿梭大街小巷，每
到一个关卡，执勤人员都会检查他的健
康码、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和通行证。

10分钟左右，我们到达了位于黔灵
东路的一个小区。车刚停好，早已在此
等候的多名志愿者迅速上前，将我们从
车上搬下来。

在对外包装进行再次消杀后，志愿

者拎着我们走向楼栋单元，放在一户人
家指定点。我知道，马上就要见到我的
主人了。

“感谢，感谢！这几天我们吃喝不
愁、安心居家，相信疫情很快就会散
去。”主人一边将我捧在手中，一边开
心地说。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
们居家抗疫，我们为你们做好保障，大
家同心抗疫，贵阳必胜！”志愿者话音
未落，便已走远。

这一刻，我的“入户之旅”完满结束。

一袋蔬菜的“入户之旅”
云岩区融媒体中心 赵倩倩 陈佳佳

9月 13日，由黔南州支
援的爱心蔬菜包抵达贵阳市
南明区新华路街道。这些蔬
菜经过消杀、分拣后分发给
居民。

图为一名居民通过无接
触方式领取爱心蔬菜。

赵松 摄
（贵州图片库发）

爱心菜

安心菜

本报讯 （德江县融媒体中
心 周春芳 何佳有 王显）“轰
隆隆……”晨曦破晓，沉睡的山
野在收割机阵阵轰鸣声中醒来。
9月 13 日，武陵山脉深处的德江
县复兴镇南溪村稻田里，一片丰
收景象。

稻浪翻滚，大地涌金时节，
正是村民曾庆友、曾庆军两兄弟
最忙的时候。做了粮农很多年，
现在哥俩轻松了不少。“我们家
种了 10余亩水稻。过去，仅收割
归仓，一家人就得忙活半个多
月。有时候因为雨水原因，稻谷
来不及采收烂在田地里。现在好
了，依靠机器采收，两三天就完
工。”曾庆友说。

机械采割效率高，这是德江

县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成果之一。
以农业发展提质增效为出发点，
德江利用东西部协作资金、财政
衔接资金出台了农机购置补贴政
策。目前全县共有农机专业合作
社 18 个，联合收割机、旋耕机、
微耕机等近 300 台 （套），农户
自购农机上万台。

有了政策支持，去年年初，
曾庆友兄弟共同采购了一台小型
水稻收割机。

午后的田畴间骄阳灼灼，油
门声不绝于耳。收割机在曾庆友
的操作下时进时退，忽快忽慢。
一排排水稻应声而倒，收割、脱
粒、装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一天可采收 2500 公斤稻谷，又
快又好。”

德江

农机合奏交响曲

本报讯 （安龙县融媒体中
心 唐金 王兴美） 安龙县 12万
亩高粱熟了。笔者 9 月 12 日看
到，田间地头，火红一片，村民
忙着采收。

“我今年预计收获高粱 5 万
公斤，收益约 30多万元。”鲁沟塘
居委会种植大户何德华说，因为
不愁销路，他的高粱由前几年的
数亩增加到如今的200多亩。

2019年，安龙县开始发展高
粱产业，示范种植了 2万亩，随
后依次引进贵州国台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贵州益农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等农业企业，通过
舞好“龙头”，带动全县高粱产
业发展。

“县里依托‘龙头企业+村委
会+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等组织方式发展高粱种植，
由企业提供种子和技术服务，与
合作社或村委会签订协议，由村
委会或合作社发动群众种植，订
单保底价收购。”安龙县农业农
村局粮油股负责人韦思梅说，有
了政策支持以及企业带动，越来
越多的农户参与高粱种植。

现在安龙县有高粱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37家，种植户3万多户。今
年预计全县高粱平均亩产量达320
公斤以上，总产量达3.8万吨，产值
2.9亿元，户均增收8600多元。

同时，该县还积极完善产业
配套设施，建设了红高粱生产线
两套，每小时加工能力 20 吨；
烘干车间 2 间，日烘干能力 800
吨；高粱收割机 70 多台；高粱
仓储能力达 1.5万吨。

安龙

高粱熟了红满天

本报讯 （福泉市融媒体中
心 黄旭 向成刚） 金秋时节，
福泉市金山街道双谷村万亩金秋
梨迎来丰收，游客和收购商纷纷
前往田间地头和果园基地。

“ 我 们 这 里 将 金 秋 梨 称 为
‘福梨’。我家种了 10 多亩福梨，
预计今年收果 5000 余公斤，按
照当前市场价每公斤 8 元来算，
毛收入 4 万元左右。”双谷村麻
汤组果农梁金林说，他家的梨子
很畅销，除游客到果园体验采摘
外，还有周边县市和省内外客商
上门收购，供不应求。

“今年全村福梨总产量预计
在 300 万公斤左右，产值 2400 万
元到 3000 万元。”村党委书记李
福泉说，“早在入秋前，就有很多
客商主动和我们联系，只等果子

成熟，他们就大量收购。预计半
个月左右，全村的梨就能售完。”

近年来，双谷村以福梨为主
导，配套种植葡萄、猕猴桃等精
品水果，培育多种现代化果园产
业。通过不断创新生产模式和提
高栽培技术，水果产业规模稳步
扩大，产量持续增长，全村目前
种 植 福 梨 1.26 万 亩 、 巨 峰 葡 萄
5000 余亩、石榴 2000 亩、杨梅
1500 亩 、 西 瓜 800 亩 、 猕 猴 桃
800亩。

同时，双谷村还依托梨园美
景，举办了山地自行车赛等体育
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
来观赛、游玩。通过文旅、农
旅、体旅结合等方式，双谷福梨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上升，拓
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福泉

深山梨园起欢歌

“致各位亲朋好友：
疫情突如其来，原定婚礼延期，爱不

等待，幸福在线，我们决定举办一场‘云
婚礼’。‘周而复史’婚礼云直播，今晚（9
月 13日）20时，微信视频号准时开始，欢
迎观礼。好久不见，婚礼直播见！”

9 月 13 日早上，一条信息发在贵阳
市云岩区未来方舟 F10 组团业主群里，
疫情下已经居家数天的业主们看到信息
后开始兴奋和激动起来。为新人送祝福
的留言接二连三在群里“刷屏”：

“新婚快乐，白头偕老！”
“新婚快乐，期待在网上看到爱情

最好的模样！”
“已预约云直播，恭喜！”
发布“云端婚礼”云直播预告消息

的这对新人，是居住在该小区的市民史
锡娇和爱人周俊忠。9 月 13 日晚，他们
在网络平台上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云婚礼”，与网友分享两人长达 10年的
爱情故事。

史锡娇是贵州人，周俊忠是湖北
人。10年前，两人在北京工作的时候相
识，结下了奇妙的缘分。

“后来我回到贵州航飞精密制造有
限公司工作，周俊忠常常利用假期时间
来找我。在确定关系之后，我们决定回
贵州定居。”史锡娇笑称：“现在，他也
是贵州人了。”

贵阳本轮疫情发生之前的半年，两

人开始筹办婚礼。
预订婚宴酒店、拍摄美美的婚纱

照、精心设计请柬并发给亲朋好友，
“我曾在无数个夜里想象我的婚礼是什
么样子。一定是我身穿洁白的婚纱、手捧
着鲜花，我们共同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许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约定。”当两
人还沉浸在即将举行婚礼的喜悦中时，
新冠肺炎疫情却猝不及防来袭。

“我们都没想到，疫情发生了。原
定于 9 月 19 日在老家贵定县举办的婚
礼，无法如期举行了。”当婚礼遇上疫

情，该怎么办？史锡娇和周俊忠商量，
本着不添乱的原则，决定取消线下婚
礼 ， 在 网 上 办 一 场 特 别 的 “ 云 端 婚
礼”，希望能给左邻右舍添喜气，把他
们的幸福传递给更多人。

爱的传递，一直在线。9 月 13 日晚
8 点 18 分，一场温馨的婚礼通过视频直
播，如期而至。

没有宾客满堂，没有礼仪鲜花，新
娘穿着日常的衣服，新郎婚戒是一只可
乐罐的拉环。现场很朴素，仪式却十分
认真。

“恭喜恭喜，新娘子真漂亮！”
“新婚快乐，未来方舟邻居发来贺电！”
“加油加油，祝福新人！”
“为你们的线上婚礼点赞，祝天长

地久。”
“云端婚礼”直播间里，亲人、朋

友、邻居和许许多多网友，纷纷为这对
新人送上真挚祝福。

直播间里，两位新人讲述了他们相
识、相知、相恋的点滴爱情故事。隔着
屏幕，大家都感受到了两位新人的喜悦
和深情。“这大概就是疫情之下，爱情
最美好的模样！”一位网友在直播间感
动地说。

“ 这 场 直 播 收 获 了 太 多 意 外 和 祝
福。”一对新人表示心情很激动，无数
认识或不认识的网友通过互联网聚在一
块，见证了他们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使
得这场婚礼成为他们这一辈子最难忘的
时刻。

这场“云婚礼”得到了邻里的热心
帮忙，大家贴心地送上了爱心物资。而
两人也把早早准备好的喜糖，经过消毒
杀菌后，由物业工作人员帮忙送到了邻
居们手中。

共同抗疫过程中，人人都是主角。
史锡娇和周俊忠主动申请当志愿者，在
社区帮忙分发生活物资等。这一晚，他
们一起为居家的市民加油打气：只要大
家团结一心，一定能战胜疫情！

贵阳一对新人“云端婚礼”引来围观和祝福

这是疫情中爱情最美好的模样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胡锐 刘彦青

周俊忠和史锡娇举行“云婚礼”。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