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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 施六金回村

施六金的故事，要从4年前开
始说起。

2014年春节过去了一个多
月， 十八洞村不少青年男子没有
急着出门打工， 他们在一种憧憬
中观望。因为2013年11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村里考察， 十八洞村成
为“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首倡
地， 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整
个春节， 十八洞村都沉浸在幸
福之中。

施六金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出
去打工， 前前后后在外20多年，
去过广东、广西，还去过越南。

2014年， 他回到花垣县，在
一个矿山打工。虽然人在外头，但
总关注着村里的信息。

这一年开始，原本计划节后
出门打工的村民们不走了，他
们留在村里种猕猴桃， 搞合作
社，开农家乐……

2015年春天，在扶贫队长龙
秀林等人的召唤下， 施六金也在
憧憬中回了村。

回村后的施六金开始种猕猴
桃，当旅游解说员，和其他十八洞
村村民一样， 不断探寻着脱贫致
富的路子。

大事 娶媳妇儿

脱贫，既有物质上的，更有
精神上的。对于成年人来说，解
决婚姻问题，自然是头等大事。

2016年3月8日， 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就
特意向来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的代表询问十八洞村的情
况。总书记问得很细：“去年有多
少人娶媳妇儿?”

在十八洞村，“光棍” 问题
是个大问题。 据十八洞村村支
书龙书伍介绍， 过去的十八洞
村，40岁以上的大龄单身青年
就有37人，绝大多数是男性。

一位去过十八洞村的媒体
人感慨：十八洞村的“光棍”们
是痛苦的，他们所处的地方自然
条件差， 连可耕种的土地都很
少，“嫁人不嫁十八洞”成为当地
的一个婚嫁潜规则。但他们也是
幸福的， 因为习近平总书记都在
关心他们的“脱单”问题。

转机 底气足了

“脱单”先“脱贫”。
经历了2016年的相亲失败后，施六

金把恋爱结婚的想法放了放， 紧跟十八
洞村的扶贫工作走，事事积极参与，走在
很多村民的前面。

村里招旅游参观讲解员， 他第一个
报了名，硬是花了三天三夜，将十八洞村
的历史和发展历程熟记于心，直到“张口
就来、津津乐道”才肯罢休。村里办农家
乐，他又不甘人后，率先将家里的房子装
饰一新， 凭借以前在外打工积累的见识
和眼光， 用心为前来十八洞村的每位游
客提供餐饮和休闲服务。

2017年8月， 听说村里要建十八洞
山泉水厂，他心念一动，把农家乐出租给
别人经营，把自家的土地入股，跑去水厂
报了名，并成为厂里一名装箱机操作员。

说起去水厂上班， 施六金有自己的
道理：“以前在外地打工，工资要高一点，
但总感觉不自在。农家乐竞争也激烈了，
不如把它租给更专业的人来做。 现在在
家门口就可以上班， 还能照顾家里的老
人，待遇好，包吃饭，省了一大笔钱，何乐
而不为呢?”

今年2月4日，第二届“湘西十八洞
村大型相亲会” 在十八洞村的梨子寨举
行， 来自湖南各地的近百名单身男女来
到现场参加活动。

和两年前相比， 十八洞村山泉水厂
员工施六金不仅有了登台的勇气， 更有
了登台的底气。虽然只有短短两年时间，
但十八洞村发展得相当快， 施六金也脱
贫了。他家的土地入了股，还在十八洞猕
猴桃园投了资。自己在山泉水厂上班，一
个月有两千多元收入， 感觉整个人都精
神了。

站在相亲舞台上， 穿着民族服饰的
他已经没有了当年相亲的腼腆， 大声喊
出了自己的“脱单”宣言：“我叫施六金，有
颗善良心，哪位姑娘看上我，放心！希望
大家能够更多地了解我， 也希望大家能
够多多了解十八洞村， 它现在的发展今
非昔比，大家都到十八洞村来看看吧!”

相亲会上，施六金和一起参与相亲会
的姑娘们聊起了自己，聊起了十八洞村的
故事。姑娘们特别愿意和他接触，也非常
愿意和他聊十八洞村这些年的改变。

虽然这一次施六金还是没能抱得美
人归。不过，他心里已经有了底气。

结果 牵手成功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相亲会后不久，他
在微信上与一位从小认识、 但来往不多的苗
族姑娘吴春霞聊上了。吴春霞也是花垣县人，
是施六金一位远房亲戚的邻居。 他向姑娘发
出邀请， 请她来十八洞村看看， 姑娘欣然赴
约。

约会那一天，施六金起了个大早，拿出自
己珍藏在衣柜里不常穿的西装， 好好打理了
自己的仪容仪表， 带着姑娘参观了村博物馆
和精准扶贫的石牌， 参观他工作的十八洞山
泉水厂。

十八洞村蓬勃向上的气氛和施六金展现
的精气神感染了吴春霞， 两人很快坠入了爱
河。吴春霞原在上海打工，在爱的召唤下，她
回到了花垣，静待与施六金的爱情之花结果。

施六金把结婚的日子定在了2018年的
中秋节。

中秋，花好月圆，洞房花烛，也许施六金
就是想加持这份美好。

期盼 明天更好

婚礼现场， 村民们都来了， 个个兴高采
烈。“大姐”石拔三来了，村里的“形象大使”、
80多岁的龙德成老人来了， 老人灿烂地笑
着，与小两口合影。

村支书龙书伍、村主任隆吉龙、扶贫工作
队队员石登高也来了，还都是抬轿的主力军。
单身汉杨锋也来了，据龙书伍介绍，杨锋也快
要举行婚礼了。隆吉龙告诉记者，村里的另外
4个单身汉隆寿进、隆海东、杨远义、杨正勇，
都在吉首举行的一次相亲会上牵手成功。石
登高则风趣地说，十八洞村现在开启了“光棍
脱单”加速度。

花垣县委书记罗明作为嘉宾致辞。十八洞
村“光棍脱单”问题，也是他心里的一张任务
单。他告诉记者，施六金结婚后，十八洞村的大
龄“光棍”只剩下11人了。“越到后面越难。”罗
明说，相亲会已经不管用了，得“精准脱单”。

施六金请新婚妻子吴春霞给大家唱首
歌，以示谢意。激动中的吴春霞，一时开不了
腔。村民们起哄：亲一个，亲一个。身穿红色民
族服装、头戴苗族青色头巾的施六金，顺从地
把娇小的新娘子抱在怀里，深深地亲吻下去。
一对新人，亲了三次，大家才让他们“通过”。
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笑声。

搂着新娘子，施六金发表了新婚感言。他
激动地说：“谢谢习近平总书记， 谢谢党的精
准扶贫政策，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十八洞村
的明天会更好!”

那一刻， 十八洞村的时间在掌声和笑声
中流淌……

接亲队伍受到众人的围观。

施六金家门上贴的对联上写着：致富感
谢共产党，脱单不忘你我他。横批是：我脱单
了！

甜蜜一吻。祝福
这对新人新婚快乐，
幸福长长久久，共创
美好生活。

终于把新娘子背进了家。

相亲 屡败屡战

“光棍”问题成为十八洞村着力想解
决的问题。

20多年前， 施六金的父亲患上了重
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于是施六金早早放
弃了学业，和母亲一起做农活、打工，扛
起了家中的重担， 一直等到家中的姐妹
都读书、出嫁了，回过头来，施六金却已
经熬成了大龄“光棍”。

扶贫工作队急“光棍”们之所急，在2016
年初，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相亲会。

忐忑不安的施六金， 硬着头皮去相
亲，还因此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成了一
名新闻人物。

尽管大家很关心，但他最终没有牵手
成功。那段时间，热心的村干部和村民还
给施六金介绍过对象，但是都没有结果。

施六金分析了自己相亲失败的原因：
首先，是自身的缘故。当时虽然回了村，但
整个人没什么精气神， 生活比较清苦，只
能苦干蛮干， 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里、
方向是什么。这样的心态和状态，哪位姑
娘会喜欢呢？其次，是家里的经济条件实
在太差。那时候，他家的房子比较破败，厨
房没有翻新，地板也没有做好，自己收入
也不高，哪位姑娘愿意嫁过来呢?

2016年2月17日，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 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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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脱单了！”十八洞村村民施六金喜结良缘的故事
9月24日上午， 天下着小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
龙镇十八洞村的一个苗家小院热
闹非凡。唢呐声、鞭炮声，响成一
片；村民的欢笑声、亲戚朋友们恭
贺的苗歌声，更是平添喜气。

这天是农历中秋节， 但热闹
的原因不是这个， 而是十八洞村
44岁的苗族单身汉施六金结婚
了! 新娘是花垣镇花桥村的吴春
霞，一个漂亮的苗族姑娘。

堂屋门口贴着一副对联：致
富感谢共产党， 脱单不忘你我
他；横批：我脱单了。

苗家人最喜欢以歌传情达
意。坐在堂屋中间的两个苗族阿
妹刘香情、龙香玉，最先开了腔：
新郎大河一条龙，新娘山上花一
蓬；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浇花
花不红。

掌声、笑声中，你一首来，我
一首去，声声苗歌，都是对新郎、
新娘最美好的祝福。

69岁的杨大姐是送亲娘。她
告诉记者， 新娘很能干、 勤快、贤
惠，是只凤凰，嫁到六金家后，他的
家会发、人会发。

婚礼由十八洞村的首任扶
贫队长龙秀林主持。

龙秀林说， 今天下雨了，是
上天被这对终成眷属的有情人
感动，特别是被施六金近几年来
脱贫致富的努力感动了。

施六金现在上班的地方是
村里与步步高集团合办的十八
洞山泉水厂，步步高集团文化品
牌中心负责人不仅专程送上了
贺礼与祝福， 还代表集团承
诺———凡是嫁到十八洞村来的
媳妇，都可在山泉水厂工作。

掌声、笑声，在深山苗寨中
荡漾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