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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味生人

青春，在乡间的泥土里绽放
□杨人业

图为李兆松（右）在清淤泥疏通水渠。（资料图片）

初冬时节，走进上犹县油石乡塘

角村，经常能看到田间地头有一个戴

着眼镜的小伙子，或向群众发放反诈

骗和消防安全宣传单,或询问群众医

保缴费情况。他，就是下派挂职村主

任助理的市水利局干部李兆松。提

起他，塘角村原党支部书记田克邦禁

不住竖起大拇指：“小李能够放下研

究生的架子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是难

能可贵！”当地村民也夸赞他“人很谦

虚”“做事认真，服务周到”“是个热心

的好后生”……

的确，在塘角村挂职两年时间

里，李兆松用行动和工作业绩赢得了

当地老百姓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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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赣州市海会路上，有一

家不起眼的修脚门店，过往车

辆若开得快，稍不注意就错过

了。然而，每到节假日，这里

却一位难求，平日里，客人也

时常要排队。

从 2003年开业至今，这家名为“金手指”的足疗

店走过了近二十个春秋，店里的技师平均年龄都四

五十岁了，客人们来来去去，有的从生客到熟客，定

期要来这里放松放松；有的从一个人来，到带着亲

友一起来，义务做起了活广告。近年来，赣州街头

开起了不少装修豪华、设施高档、服务上乘的按摩

足浴大店。而“金手指”仍然是简单的白墙、普通的

躺椅，对来客也只是奉上一杯平平淡淡的白开水，

不少市民选择来这里的原因，除了价廉，还在于这

里浓浓的市井氛围。大家聚在一起，聊着家长里

短、大城小事，身心的压力均得到释放，充分享受着

生活惬意的一面。

从医士到修脚工

1992年，当 18岁的吴三红考入原赣州市卫生职

业技术学校乡村医士专业时，绝未想到有朝一日会

以修脚作为职业。三年后，他以优良的成绩从学校毕业后，又来到中医

院骨伤科进修了半年，之后，就在村卫生所坐诊行医，开方治病。

上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掀起了汹涌的南下打工潮，当了一年诊

所医生的吴三红也被这股浪潮席卷。1997 年，他来到广东潮州，在一

家按摩店边打工边学习，一年后，已是熟练技师的他来到广州，取得了

由广州市劳动人事部门颁发的高级按摩师证以及考评员资格证，还被

广州蒙妮坦职业培训学校留校任教。他信奉“技多不压身”，认为人应

当趁年轻多拼博、多学习。为此，他还自学取得了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

班结业证。

1998年，吴三红与在潮州结识的一名女子结婚，为了多赚钱，他白天

在学校上班，晚上就到一些高档场所兼职做按摩师。除了获得令他满意

的收入，他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些场所通过“技术换技术”，学到了扬州修

脚师傅的绝活儿。在蒙妮坦任教期间，吴三红开设了日式按摩、泰式按

摩、中式按摩、修脚、解剖知识等课程，并自编了相应的教材。他扎实的

理论与实践知识、形象生动的授课方式赢得了学生的极大欢迎。

2001年 6月，在外多年的吴三红回到赣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

摸索后，他来到海会路，决心以学到的修脚技术为核心，以“金手指”为

名，开了一家足疗按摩店。

助人为乐与事业成功

修脚是中国民间专为足疾患者修治脚部皮肤和趾甲病痛的技艺，

乃中医外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采用中国传统医术和刀法相结合治疗

各种脚病，与中医的针灸、按摩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国术”。

嵌甲、甲沟炎、灰指甲、脚气、鱼鳞痣……这些常见的脚病都可以通

过修脚结合药物得以根治。20 年前，赣州市厚德路中段已形成了全市

保健按摩的中心，开了多家按摩店，但会修脚的很少。因此，“金手指”

的开业可谓填补了市场空白，加上吴三红过硬的技术，生意不久就红火

了起来。

嵌甲、老茧，看上去简单，但一走路就痛，没有好的修脚师傅，当事

人往往要长期承受巨大的痛苦，在吴三红这里，一次就轻松搞定；灰指

甲、鸡眼，他按个收费，治疗难易事先告知，决不欺瞒；高发的脚气病，

他通过泡脚结合药敷，基本上三四次就可以解决……每次当他修脚为

患者解除了痛苦时，他心里都充满了成功与喜悦。

有人抱着狭隘的眼光，将修脚看做低人一等的工作，但吴三红从不

在意。他认为，职业不分贵贱，能凭辛勤的劳动赚钱过上好的生活，同时

又能解除他人的痛苦和烦恼，这是事业的成功，也是个人价值的体现。

技艺传承后续有人

多年来，吴三红从下午 1时开门到晚上 11时收工，平均一天要服务

三四十名顾客。年纪大了，体力与眼力渐渐不济，而生意仍一如既往的

好，技艺传承的问题自然摆在了面前。

吴三红与妻子商量后，和儿子谈起了未来的发展。既然学习成绩一般，

读个大学普通的专业，出来给别人打工，不如趁年轻把修脚的技艺学好，良

好的前景、优渥的收入、自由的时

间，这些，在“金手指”做修脚

师傅就可以得到。

几年前，吴三红

的两个儿子陆续

初中毕业，经过刻

苦学习和训练，如

今都可独立操作，

给 客 人 修 脚 了 。

吴三红经常告诫

他们：清白做人，

用心做事，认认真

真修好每一双脚，让

更多的人解除痛苦、收

获欢乐。这样，才能无愧

于自己的职业，无愧于父辈创

下的“金手指”这个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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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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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手指”的第二代传承人已经出师。

村务建设，主动担当

2019 年，李兆松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

究生毕业后，通过江西省委组织部选调生选

拔程序，分配到了赣州市水利局。根据组织

安排，同年 10 月中旬，他赴上犹县油石乡塘

角村挂职锻炼，任村主任助理。

刚从“象牙塔”出来就被安排在最基层一

线，一切工作都是那么陌生，充满了挑战。

但李兆松没有害怕，善于学习的他决心从头

学！于是，老支书田克邦成了他农村工作的

启蒙老师：从如何做好村里的基本业务工作

到如何做好与县、乡有关工作的对接，从如

何为到村部办事的群众服务到如何走进群

众家门开展上门宣传，他无不详细了解，反

复揣摩。

很快，他实现了由单位机关干部向村干

部角色的转换，对村里的各项工作，他都主

动靠前抢着干。结合当时开展的精准扶贫

工作，他充分发挥小组长作用，完善村里户

籍人口、贫困家庭（贫困户信息、低保户信

息）、党员信息等资料，并收集全村村民的

手机号码，制作了村民名册和通讯录。同

时，他还主动承担各项工作会务，完善低

保、医保等资料台账。他还通过个人关系，

争取了 2 万元帮扶资金，购买了打印机和办

公用品，提高村里办公工作效率。

作为预备党员，他还自告奋勇担任了塘

角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宣传员和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干事，组织开展各类活动 30 余

场，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也大大提高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知名度，受到了省、

市、县三级领导的肯定，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还被评为省级示范点。

脱贫攻坚，冲锋在前

脱贫攻坚是“十三五”的重点任务，也是

李兆松挂点塘角村的重点工作。到任伊始，

他先用两周时间访遍全村 141 户贫困户，详

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政策享受情况，同

时，向贫困户讲解相关帮扶政策，鼓励他们

发展产业，引导他们感党恩、跟党走。

在他的鼓励下，塘角村不少贫困户搞

起了种养殖。2020 年，村民胡阿姨家养了

100 多只鸡鸭，种了几亩蔬菜，本想着卖出

后能够补贴家用，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打乱了胡阿姨的计划，胡阿姨望着

满栏的鸡鸭却无法卖出而头疼不已。李兆

松得知情况后，一方面上门安抚胡阿姨的

情绪，另一方面积极为其寻找销路。连续

几天，他几乎打遍了手机通讯录里的亲戚、

朋友、同学甚至单位领导的电话，向他们推

销胡阿姨种养的蔬菜和鸡鸭。经过他的努

力，不到十天就帮胡阿姨卖出鸡鸭 70 多

只，蔬菜 200 多斤。

“倾情关心、关爱、关注贫困户”，是李兆

松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他是这样定的，也

是这样做的。今年 3 月 19 日傍晚，他在浏览

“上犹寻亲”网时，看到一则湖南省韶山市救

助站发出有关塘角村村民罗某迷路的信息，

他立即截图发给村党支部书记田宇询问情

况，得知其确为塘角村外嫁的村民后，便立

即联系救助站，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接回后

直接送至相关医院治疗，并为其办理最低生

活保障。

要致富，先修路。然而，塘角村桃源组

的村道却因为群众阻工而迟迟不能修通，

以至于当地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桃源

组，讨厌组，一条路，开不通，你推我拱比

‘精明’。”李兆松闻言，决定去啃掉这根

“硬骨头”。他逐户了解桃源组群众的想

法，并详细做好记录，带回村部与其他村干

部一起商研破题之法。按照共同商议的对

策，他采取了感情“攻心术”，对桃源组群众

既讲修路方便大家出行的大道理，也讲修

路利于自己发家致富的小道理。如此一

来，那些阻工的群众逐渐放弃了抵触情绪，

有的甚至还主动投工投劳参与修路，最终，

一条涉及 22 户，宽 3.5 米、长 120 米的村道

全面修通。当道路竣工的那一刻，不少村

民都说：“如果没有小李苦口婆心来做思想

工作，这条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到家

门口。”

发展农业，倾情投入

农村要稳定，农民要发展，归根结底还是

要发展好农业。身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高

材生的李兆松自然深谙其中道理。为此，他

上任的第一天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结合自己

所学，为塘角村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2020 年 3 月，国家号召水稻种植“单改

双”，并出台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为此，他

多次深入各个村民小组，宣讲种植双季稻的

优惠政策，给村民算好收支账。思想工作做

通了，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由于塘角村

青壮劳力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都是一

些老人和小孩，加之水渠也大多淤积或被破

坏，使一些打算种植双季稻的农户又打起了

“退堂鼓”。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协调驻村帮

扶单位购买谷种赠送给农户，同时向自己所

在单位市水利局争取到 1 万元，购买了一台

农用拖拉机，义务帮助无劳力农户耕作。另

一方面，对于灌溉难的问题，他及时向驻村

领导和村党支部书记汇报，建议由村部购买

大功率水泵，从河里抽水至主渠道灌溉农

田，所产生的费用由村集体支付。同时他又

向所在单位争取了 10 余万元资金，全面修

复、升级塘角村水陂和水渠，彻底解决了 90
余亩农田灌溉问题。

为解决塘角村耕地撂荒问题，他更是

积极汇报，争取支持。2020 年，在市水利局

的帮助下，塘角村引进了 2 家种植大户，并

与农户签订了协议，要求荒田块无偿给大

户耕种两年，之后农户可以自己耕种或者

收取一定费用继续由大户耕种。于是塘角

村撂荒地复耕复种，有村民作打油诗道：

“昔日荒草处，如今满庄稼。若问何能尔，

当把小李夸。”

急难险重，挺身而出

尽管村一级事务繁杂，涉及面极为宽泛，

然而，作为预备党员的李兆松来说，不管多

苦多难，都要当先锋、做表率。

2019 年 10 月 18 日是李兆松到村赴任

的第一天，还未收拾好住房，下午 4 时左

右，村里就接到需要组织队伍前往邻村救

火的紧急命令，他也被临时编入救火队赶

赴邻村。看着熊熊燃烧的山火，从没有打

过山火的他心里不免害怕，然而，当他看到

其他队员忘我打火的情景，不甘人后的他

把害怕丢在了脑后，和队友们冲向一个又

一个火点。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山火终于

扑灭。在返回的路上，这位戴眼镜的新队

员也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想不到这个文

弱书生打起山火来也如此勇猛。

2020 年大年三十，还在看春晚的李兆松

收到乡政府在工作群里下达的取消休假、返

岗参与疫情防控的通知后，立即辞别父母，

连夜驱车 70 多公里返回村部。当他见到田

克邦时，对方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他：

“我还以为你要明天上午返回呢！”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他就挨家挨户摸排、登记返乡

人员信息：“家里有没有外出打工回的？”

“什么时候从哪里回来的？”“知道家里周围

还有谁是外出返乡的？”这几句简单的话重

复问了一上午，最终将辖区摸排完毕，共登

记返乡人员 200 余人次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