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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女，

这个位置有

人坐吗？”

“ 没 人，

你就坐这儿

吧。”

1 月 4

日， 永州市

宁远县东溪

街道扶贫站

站长吴泽喜

笑着向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回忆起两年前和

妻子杨佳相识的那一幕时，仍记

忆犹新。

吴泽喜是一名“90 后”，毕

业于南京理工大学。他的妻子杨

佳也是“90 后”，毕业于湖南工

学院，现在是该县中和镇扶贫站

站长。

两人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因

为扶贫走到了一起。

2017 年 8 月，他们同一批次

通过了公务员考试，成为国家干

部。那时，宁远县正值脱贫摘帽

关键期，县里给他们分配的第一

项工作就是扶贫。

同年 9 月，他们参加县里的

扶贫培训。巧的是，吴泽喜和杨

佳被安排在同一张课桌。160 多

人的会场，他俩靠得最近。

在随后几天的学习中，他们

一起听课、一起学习、一起请教、

一起交流，收获不少。几天下来，

他们都被评为“优秀学员”。培

训结束，他们互相加了微信，缘

分就从这里开始。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通讯员 欧阳友忠  

美好的爱情，是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这句话对于吴
泽喜和杨佳夫妻来说最合适不过了。原本素不相识的两名大学
生，因为扶贫而结缘，两年的扶贫工作让他们越走越近，并
在 2019 年的“十一”长假修成正果。小夫妻结婚仪式刚办完，
就回到了工作岗位，把每天的扶贫工作当成蜜月旅行。扶贫路
上最美的爱情，正在湖湘大地曼妙上演。

同桌变同事：爱情开花，扶贫结果

妇联星空 >>

扶贫工作在推进，他们的

感情也在升级。2019 年 10 月

7 日，吴泽喜和杨佳的爱情终

于修成正果，在县里举行了简

朴的婚礼。前来祝贺的大多是

被他们的事迹感染的镇、村扶

贫干部。宁远县扶贫办副主任

冯兆说 ：“扶贫路上，他们互

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激励、

共同进步，是一对真正的‘扶

贫夫妻’。”

虽然新婚，但夫妻俩仍然

不忘扶贫。婚假期间，他们的

手机依然响个不停，答复或处

理村干部和扶贫对象反映的

大大小小问题。10 月 9 日，各

乡镇街 道要召开扶贫紧急会

议，为了不耽误会议，他们还

主动放弃蜜月假，连夜准备好

会议资料。

因为工作突出，他们先后

被任命为扶贫站长，挑起了扶

贫的重任。在今年的宁远县

“扶贫日”活动仪式上，还双

双被评为“扶贫先锋”。

目前，吴泽喜的父母最急

切的愿望就是尽快抱上小孙

孙。杨佳考虑到脱贫任务还

很重，就与吴泽喜商定 ：“贫

困户脱贫是大家的事，生小孩

是个人的事。等群众都实现稳

定脱贫，我们再考虑生小孩也

不迟。” 吴泽喜连连点头。

红心：把扶贫之路当蜜月旅行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

句话用在吴泽喜和杨佳这对小

情侣身上同样合适。宁远县扶

贫办主任王进辉介绍说，吴泽

喜和杨佳从事的工作涵盖扶贫

的方方面面，既有数据统计、

台账整理，也有政策落实、资

料归档，还有贫困户的结对帮

扶。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吃

透了上级的扶贫政策，搞准了

扶贫有关数据，摸清了扶贫对

象信息，为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决策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他们除了承担繁重的办公

室工作，还耐心接待群众，进

村入户联系贫困户。吴泽喜的

联系村是东溪街道卜家岭村。

村里有一名懒汉，家中房屋低

矮破旧，属于危房改造范围。

扶贫工作队几次做工作，懒汉

却不理 解、不认可、不配合，

甚至发牢骚。吴泽喜不厌其烦，

十多次登门，耐心细致做工作，

终于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眼下，

懒汉的新房快要竣工了。而看

到村民于成忠家境困难，吴泽

喜还为他垫付了农村医保金。

中和镇是一个 8 万余人的

大镇，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一万

多户，扶贫工作尤其艰巨。杨

佳对待群众总是和蔼可亲，笑

脸相迎。2018 年 3 月，杨佳接

到群众反映，绿源村有一名条

件较好的家庭被评为贫困户，

村民有意见。杨佳多次下到村

里核实情况，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把贫困户评定标准摆上

桌面，让该村民主动退出贫困

户行列。她还将贫困户周小成

纳入“万人帮千户”计划，促

其每年增收近万元。

真心：全力扶贫结伉俪

“吴老师，有光伏产业扶

持的文件吗？”“杨老师，在

外读书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表格

怎么填？”他们互称“老师”，

互相请教。因为扶贫，他们有

了共同语言，经常在微信上交

流。

“吴老师对我工作中遇到

的烦恼总是最耐心细致倾听。”

杨 佳 笑 着 说。2018 年 11 月，

她到中和镇最偏远的三个村西

山村、咀江村、白公殿村督查

拆旧复垦工作，途中路陡弯急，

加上在村里又遇到难题，心

情烦躁的她就给吴泽喜打电话

“吐槽”。吴泽喜秒变“知心大

哥”，送来一剂情绪“稳定剂”

外加“锦囊妙计”，杨佳的工

作得以顺利推进。

吴老师不仅是“知心大哥”，

还是“贴心大哥”。

杨佳患有过敏性荨麻疹，

太阳一晒，皮肤 就瘙痒、起

肿块，需要打几天针才 能痊

愈。2018 年 酷 暑 时节， 杨 佳

因连续几天顶着大太阳下村，

荨麻疹又犯了，她只好晚上去

医院打针。吴泽喜得知消息，

处理 好 手头工作后，手 捧一

束 鲜花，静静地在医院门口

等 候。那一刻，杨佳被 感动

得心软软的，心扉 也慢慢向

吴泽喜敞开了。

扶贫事务繁杂，他们经常

加班加点，几乎没有节假日。

县里脱贫摘帽迎检验收的那一

阵，吴泽喜、杨佳每天只睡三

四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有时，杨佳忙不过来，吴泽喜

就直奔杨佳的办公室帮忙。相

处的时间长了，心的距离也越

来越近了。

初心：扶贫路上互为老师

初识：因扶贫培训结缘

祁阳县：结对帮扶，开展“把爱带回家”活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雷顺华）为贯彻落实

全国妇联“把爱带回家”双百万结对寒假特别行动，

让广大儿童度过一个安全、文明、祥和、温暖的假

期，在全县营造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良好氛围，

2019 年 12 月 28 日，祁阳县妇联开展了“巾帼暖人心，

把爱带回家”主题党日活动。

祁阳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唐小娟强调，寒假期间，

全县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动员各级妇联干部、妇联执

委、爱心人士，利用春节期间务工父母返乡契机，开展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结对帮扶。通过寒假特别行动的

开展，让全县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家庭感受到来自社

会各界的关心和关爱，并让这份爱永驻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心中。活动结束后，唐小娟带领全体班子成员

深入下马渡镇开展慰问走访活动，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

童送去关爱和温暖。

邵阳市：重塑美丽，为贫困妇女定制义乳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杨志芳 刘婧）近日，

邵阳市妇联联合邵阳市抗癌协会举行“粉红馨爱·

重塑美丽”公益项目义乳发放仪式，市区 50 余名

受捐赠代表来到现场参加活动。

“粉红馨爱·重塑美丽”公益项目由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与爱慕公益基金会合作开展。该项目通过

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向全省贫困乳腺癌术

后女性捐赠义乳及文胸。

邵阳市妇联副主席岳红艳介绍，为做好义乳及

文胸发放工作，市妇联委托邵阳市抗癌协会对全

市符合捐赠要求的贫困乳腺癌患者进行了调查摸

底。市妇联工作人员联合志愿者为每位受捐赠者

进行了专业测量，并将信息反馈给爱慕公益基金会，

为她们量身定制了价值 52200 元的硅胶义乳及文

胸 120 套。

娄底市：爱心助学，“情暖微心愿”进校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唐晶晶）1 月 3 日，娄

底市妇联、团市委、市教育局深入新化县金凤乡中心

学校开展“向阳生长·情暖微心愿”爱心助学活动。

娄底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绍业，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李梯华，团市委书记刘志刚等参加活动。

当天，刘绍业一行首先走进 金凤乡中心学校的

留守儿 童之 家， 仔细 察 看了留守儿 童宿舍、 食 堂、

图书室及体育活动场所的情况，详细了解了留守儿

童的生活、学习情况 及留守儿童之 家的管理情况，

对留守儿童之家的良好环境和规范管理给予了充分

肯定。随 后，“向阳生长 · 情暖微心愿”爱心助学

活动在金凤乡中心学校操场正式举行，为金凤乡中

心学 校 及 所属中小 学、幼儿园、教学点捐助图书、

音响设备、体育器材、美术用品等教学用具，共计

价值 5 万余元。 

杨佳（中）走访村民。

吴泽喜和杨佳在扶贫工作中经常互帮互助。

扫一扫，为扶
贫夫妻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