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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天气晴热。一大早，郝胜民就扛起锄头，背
起农药喷雾器，去田间“侍候”灾后复种的水稻。

郝胜民是都昌县三汊港镇左桥村村民。距洪水退去
近50天，在政府帮扶下，他补栽的禾苗已绿油油一片。

“水退后，政府无偿提供良种，还派技术员到田间指
导，这让我们对灾后水稻补种夺丰收的信心大增。”郝胜
民说，当初面对被淹的家园和绝收的稻田，他与村民们一
度愁眉苦脸。如今重返家园，农田复种，禾苗长势喜人，
村民们的脸上终于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路畅网通，有水有电，生产自救和各种灾后重建工作
正有序有力展开。连日采访左桥村灾后恢复生产和正常
生活情况，记者看到的是一张张充满喜悦的笑脸，听到的
是村民们展望丰收而对党和政府发出的赞叹声。左桥，
这个地处鄱阳湖畔、一个多月前被水淹的“孤岛村”，一切
正在有序恢复中。

民生为先，群众灾后生活有保障

9 月 4 日，傍晚时分，左桥村的广场上响起欢快的音
乐，村民江圆娥与邻居们正跳着广场舞，这种场景成了村
民灾后生活回归正常的一个有力印证。家里的电灯又亮
了，手机可视频了，喝的水也变清了……“现在一切都在
好起来，我家三个孩子 9 月 1 日都报到上学了，放学回家
又可以上网课了。”村民郝买云笑哈哈地对记者说。

据介绍，7月11日左桥村被洪水淹没，村民在当地政
府与村干部的组织和帮助下，全部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至8月11日，村里洪水基本退完，政府及有关部门又立即
组织人员进村展开防疫消毒，对房屋、河沟等水域进行清
理，特别是对河沟边的污染物及死鱼等进行集中处理，确
保洪灾过后无疫情。同时对受污染的居民用水进行净
化，保证村民喝上干净水。

“政府考虑得很周到，还给我们发了生活费，帮助我
们渡过眼前的难关。”村民们对记者说，党和政府的关怀
让他们很安心和舒心。

临近中午，好客的郝买云请记者留下来吃中饭。“路
通了，我们就可以去镇上买肉，你看这新鲜猪肉，还有白
菜、辣椒等。”郝买云领着记者走进他家厨房看这看那。

三汊港镇副镇长曹媛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灾后，政
府首先考虑的是民生问题，除了把村里的基础设施及时
修复，就是千方百计让村民的基本生活有保障。

“由于洪灾，村里很多菜地被淹了，因为及时修好了
路，现在我们去镇上买菜特别方便。”左桥村党支部书记
刘文魁告诉记者，随着一个个民生问题的解决，他们这个
曾因洪灾断水、断电、断网的“孤岛村”，已恢复往日的正
常生活秩序。

帮扶+自救，种养户复产信心足

9 月 1 日，记者来到左桥村的左桥圩堤。圩堤内，浑
黄的洪水仍未完全消退，村里千亩稻虾共作基地和680亩
水循环养殖基地，还淹没在洪水中。

“就差这一片的水没退。”刘文魁告诉记者，左桥村有
589户 2768人，毗邻鄱阳湖，村民除了依靠传统的水稻种
植增收，主要就是水产养殖。因为水资源丰富，镇村干部
因势利导，引导村民规模养殖小龙虾、草鱼、鲢鱼、鳙鱼
等。今年水灾，村里的水稻种植与水产养殖损失很大，当
务之急就是帮村民的生计找出路。

方俊是村里的种养大户，也是村里的能人，他承包了
村里 680 亩水面搞水产养殖，并带动村里 22 名贫困户就
业增收。

方俊算了一笔账，因为是高密度水产养殖，110 平方
米水面可产 3 万斤鱼，相当于传统养殖 18 亩水面的产
量。而且一年可产两季，照这样计算，今年洪灾给他造成
的损失不下400万元。

就在方俊一筹莫展时，他接到了三汊港镇政府的电
话，说会来调查损失情况，为他复产争取帮扶资金；左桥
村委会负责人也主动找上门来，协调村民帮他减免部分
租金，特别是村集体的土地租金全部减免；电力部门打来
电话，答应免费更换养殖基地烧坏的变压器。

除此之外，政府还很快帮方俊联系了水产专家，到现
场指导他如何在灾后搞好水产养殖。“水产专家告诉我，
水灾之后，水产动物容易生病，一定要及时处理养殖的病
死鱼虾贝，并作无害化处理，防止其腐烂污染水体。”方俊

说，目前他正按照专家的指导方法，积极准备复产。
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帮扶给力，方俊自己也积极开展

自救。“我已经到南昌、广东、湖南等地，联系好了鱼苗和
相关灾后复产的设备，也联系好了供货商，洪水一旦退到
位，就立马复产。”方俊说，有了政府部门的帮扶，他对未
来充满信心。

水产养殖大户黄建在村里承包了1000亩稻虾共作基
地，洪水一来，虾子全跑了，现在晚稻也种不下去，损失预
计有300多万元。

“洪水正在慢慢消退，按照这个速度，预计 10月中旬
能复产。”黄建说，当前最大的困难就是修复设备与投产
等，这需要大笔资金。目前政府部门协调保险公司赔付
的36万元已经到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同时，政府部门
还承诺为他复产提供资金支持。黄建说，他已经在为复
产做各项准备。

谈到村里的富民产业，刘文魁对记者说，千亩稻虾共
作基地与 680亩水循环养殖基地，事关村民的“钱袋子”，
因为村民每亩农田每年流转费有380元，另外村民还可在
基地务工，每天的务工收入也有120元至150元不等。因
此，为村里的能人与种养大户排忧解难和找出路，就是帮
村民谋生计。

政企携手，小康路上不让一个掉队

“家里水退了吗？你和爷爷过得好吗？”
“妈妈，家里水退了，我和爷爷现在过得很好。”9月 2

日中午时分，贫困户方利鑫的孙女方子怡正与远在广东
惠州务工的妈妈刘园英视频通话。读小学二年级的方子
怡看到好久不见的妈妈，显得格外开心，刘园英则询问村
里的灾情，还不时叮嘱女儿要听爷爷的话，开学了要好好
学习。

方利鑫告诉记者，洪水一来，家里的通信一度中断，
不能及时向在外家人报平安，心里很着急。为此，他找刘
文魁寻求解决办法，刘文魁又第一时间向中国电信都昌
分公司求援。

“接到求助后，我们立即行动。”中国电信都昌分公司
总经理李辉德告诉记者，公司对灾区贫困群众提出的援
助十分重视，特派全国模范班组“向东班”前来协同作战，
经过连续几天的奋战，不仅为左桥村 22户贫困户免费安
装了高清电视，更换了被水淹坏的机顶盒与光猫，还免去
他们使用网络的费用。

爱心企业对困难群众有援助，当地政府部门对他们
更是全力帮扶。刘文柏是村里的贫困户，此次被洪水淹
的20亩农田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怎么办？今年
他家的收入会因灾受影响吗？“村里有 22户贫困户，对这
部分困难群众，政府和村委进行精准施策，让他们的收益
不减，确保小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刘文魁告诉记者，刘

文柏等贫困户流转给村里水产养殖基地的田地收益，今
年依然按照每亩380元结算，而且在村里水产养殖基地务
工还是每天 130元。灾后，为了安定贫困户的心，到今年
8月，村里所有贫困户的务工工资全部发放到位，平均有
6000 多元，务工工资最多的方乐华拿到了 3 万多元。另
外，随着洪水渐退，村里水产基地有序复工，也会优先安
排贫困户务工。

除此之外，还有兜底保障。都昌县扶贫办副主任向
新平告诉记者，针对易致贫低收入户和易返贫脱贫户“两
易”人员，县里以兜底 7000 人共计 49 万元的标准为他们
购买“防贫保”，抓住因病、因学、因灾、因疫情等致贫返贫
关键因素，建立近贫预警、骤贫处置、脱贫保稳精准防贫
机制。这一系列保障保护机制，稳稳地托住了左桥村受
灾贫困户脱贫奔小康的底。

科技赋能，鄱湖水村再绘新景

9 月 4 日，方俊翻开手机，连接上养殖基地的智能监
控系统，查看养殖基地的退水情况。

“你这个画面，还不能呈现整个基地的情况。”9 月 4
日，中国电信都昌分公司“向东班”特地来到方俊的养殖
基地，帮他修复部分监控系统后，告诉他还有24个智能监
控摄像头受损，部分被水淹过的光缆也不能工作了，洪水
退到位后，会免费给他更换。

“这下帮我至少省了两三万元。”方俊向记者介绍，修
复后的智能监控系统，就是他的贴心管家。以前搞水产
养殖，主要靠人工与经验管理，现在有了网络，可实现水
产智能化管理。这不仅可以实现养殖过程的实时监测和
精准调控，提升养殖场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
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有
了科技赋能，方俊计划通过网络营销，把村里的水产品销
往全国各地乃至国外。

网络和智能监控也让左桥村灾后有了新图景。在村
委会办公室，刘文魁现场展示了该村“天翼看家”视频监
控操作方法，高清画面可任意切换、放大，人员、车辆出入
一览无余。他告诉记者，村里部分村民外出打工，老人、
儿童等留守人员面临看护难。同时，随着交通条件改善，
村里的交通工具开始增多，治安管理难度大。水灾过后，
电信部门帮扶修复加固了全村的智能监控系统，全村治
安防控实现“全覆盖、无死角”，村民有了更强的安全感和
更多的幸福感。通过一个摄像头，一根网线，一台电脑，
甚至是一部手机，可以实时看到家里的情况，村民说，这
个免费“管家”真好。

“今后，村里要引进更多的科技力量，提高村民的生
产生活水平。我们还要做互联网直播带货，引入无人机
喷洒农药……”刘文魁对村里灾后和未来发展描绘出一
幅更新更美的图景。

“现在我的病好多了，
你要安安心心地读书，这样
才对得起这么多帮助我们
的人。”近日，铜鼓县棋坪
镇幽居村村民冷清念家里
十分热闹，出院不久的冷清
念坐在轮椅上，拉着准备返
校的女儿冷泉欢嘱托道。

冷清念今年 53岁，是棋
坪镇家喻户晓的“救火英
雄”。今年他重病住院后，
家庭一度遭遇困境，在当地
社会各界的关怀下，如今已
经出院进入康复阶段。

几年前，棋坪镇突发森
林火灾，冷清念与弟弟一起
奋战近 12 个小时，让邻村
400 多亩山林免受火灾，避
免上百万元的经济损失。
而他自己却在救火中摔成
腰椎体压缩性骨折，被鉴定
为三级伤残，并被评为年度

“江西好人”。
冷清念干不了重体力

活。为帮助这个“好人家
庭”，当地政府为他和2个女
儿办理了农村低保。冷清
念是个要强的人，他与妻子
一起养了 20多只羊，一年有
2万多元收入。2018年女儿
冷泉欢考上大学，夫妻俩想

办法节省开支供女
儿上学。哪知天有
不测风云，今年大年
初一，冷清念突发脑
溢 血 住 进 了 医 院 。

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全家
人一筹莫展。

不能让“救火英雄”流血
又流泪！该县有关部门前往
医院慰问冷清念，同时在微
信公众号“铜鼓发布”上发起
网络筹款。一时间，企业家、
机关干部、农民、外出务工人
员纷纷捐款。很快，冷清念
收到政府和社会捐赠的 10
万多元。今年开学前夕，女
儿又收到一位爱心人士捐赠
的 1 万元助学款，这让冷清
念一家非常感动。

棋坪镇还为冷清念申
请了临时救助，将他父女俩
的农村低保提高到最高档，
为他一家办理了边缘贫困
户，使其可享受更高的医疗
费报销比例。今年 8 月初，
冷清念终于治愈出院，通过
医保报销，26 万元医疗费用
自己只承担了7万元。

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
如今冷清念已能说话和自
己吃饭，还能坐在轮椅上在
家里转转。看到父亲的身
体渐好，女儿对送行的爱心
人士表示：“感谢大家帮我
家排忧解难，以后我一定努
力做好事、做好人。”

本报南昌讯 （记者邹
晓华）近日，南昌县蒋巷镇
多措并举，全力抓好粮食生
产，确保晚稻保质增收。

厘清受灾面积，理赔减
少损失。今年蒋巷镇种植
了 10.7 万亩早稻，因洪灾淹
没了近一半面积。镇农业
农村办公室积极调配人员，
对接理赔公司，同时到田间
地头上门核查受灾面积。

科学防治病虫害，确保
晚稻增产增收。镇农技站
工作人员积极做好重大病

虫害防控，对季节水稻病虫
害防治做出提前预警，全面
指导村民开展水稻病虫防
治工作。同时成立 2个工作
指导组，深入各村田间地头
开展农业防灾减灾和田间
管理指导工作。

下发耕地补贴，激发村
民种粮积极性。蒋巷镇农
业农村办公室及时下发今
年每亩 112 元的耕地补贴，
同时加强惠农其他政策的
宣传与落实，不断提高农民
种粮积极性。

南昌县抓好粮食生产确保晚稻增收

本报樟树讯（记者徐黎
明）日前，在樟树市春丝食品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赶制
销往国内及海外市场的米粉
与面条。今年1至7月，该公
司出口额达530万美元，同比
增长16%，产品畅销法国、德
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

今年以来，樟树市积极
帮助农产品出口企业加快

复工复产步伐，落实小微出
口企业投保短期出口信用
保险，协调解决农产品出口
企业融资、原材料供应、产
品检疫等难题，增强企业

“走出去”的信心，实现企业
发展、基地稳产、群众增收
的共赢发展局面。今年 1至
7 月，该市农产品出口 748.7
万美元，同比增长37.4%。

樟树农产品出口逆势上扬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
璋 实习生张浩涛）“信用修
复后，我的生活重新步入正
轨，非常感谢法院给了我这
么一次机会，接下来我将信
守承诺，积极履行还款义
务。”近日，被执行人苏某在
信用修复后向法官说了这番
话。据悉，南昌市东湖区人
民法院通过信用修复机制助
力被执行人走出困境，引导
被执行人纠错守信，并完成
该院首例信用修复案例。

原来，苏某因向银行贷
款未按期还款，被法院判
决归还银行借款 17 万元及
相关利息。判决生效后，
苏某未履行还款义务，银
行于 2015 年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
执行法官经查询，未发现

苏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于是依法将苏某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这使得苏
某在工作晋升、出差等多
方面受到限制。

今年，苏某得知江西省
高院出台了关于建立失信
被执行人信用承诺和信用
修复机制的实施意见，便主
动联系法院，承诺配合法院
执行，不进行任何非生活和
工作必需的消费，并如实申
报了个人财产状况，将其个
人工资账户交由法院冻结
划扣，提交了信用修复申
请。法院收到苏某的申请
后，经与银行沟通，银行也
表示同意。法院最后决定
暂停对苏某适用信用惩戒，
并解除了苏某的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东湖区法院完成首例信用修复案例

民生兜底有保障 产业生计绘新景
——都昌县三汊港镇左桥村灾后群众生产生活见闻

本报记者 洪怀峰 文/图

8 月 25 日，在会昌
县汉仙湖水利风景区
内，游客们坐着游船进
入群峰斗奇的碧水丹
霞风情之中。

近年来，会昌县大
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挖掘
绿色、红色、古色等资
源，把沿线温泉、水堡、
红色遗址等景点元素
有效整合，并开展保护
性修缮和植被复绿，科
学 推 动 古 建 筑 、古 城
堡、古河道修复，再现
历史、人文、生态并重
的客家古镇风采。
特约通讯员 朱海鹏摄

爱心温暖“救火英雄”一家人
邱 桀 本报记者 朱 华

为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切实改善社区环境面
貌，近日，南昌市青云谱岱山街道组织工作人员，来到梨园北
社区开展环境整治行动，集中清理楼道杂物，为社区居民提
供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通讯员 胡明娇摄

中国电信都昌分公司员工正在左桥村修复通信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