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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1日 5时 30分，当很多人还在睡
梦中，樟树市永泰镇大观村的聂清根已经
来到城区的一家建筑工地上。

“天热，早点开工，早点收工。”他一边
放摩托车，一边笑着和工友打招呼。谁能
想到，7年前的一场意外事故，使聂清根一
家陷入贫困，如今的聂清根已成为闻名乡
里的致富能手。

那是在2013年底，在工地上干活的聂

清根不慎从脚手架上摔落，造成脚掌骨折，
身体多处挫伤，需拄着双拐才能行走。祸
不单行，在聂清根发生意外事故不到一个
月，他的妻子李淑兰也因意外滑倒，造成手
臂骨折。当时他们的儿子尚且年幼，接连
的事故，让聂清根一家陷入了困境。

要强的聂清根接受不了现实，一度患
上抑郁症，整日神情恍惚。2014 年，聂清
根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其间，帮

扶干部曾介绍他到电影院、小区当保安，
都被他拒绝。

“我不能依靠政府养着，等我完全康复
了，我要继续干泥瓦匠。”聂清根暗下决心，
咬着牙，严格按医嘱做康复训练。半年，一
年，两年……通过日复一日的锻炼，他渐渐
恢复到以前的身体状态。2018年初，他又
重新提起了泥刀，生活也开始有了转机。

由于聂清根手艺好，又能吃苦，一年

四季都不愁没活干。“一个月至少能赚到
4000多元。”聂清根为此很开心。

妻子李淑兰也没闲着，痊愈后，她在
市里做家政服务，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儿子在北京一家公司上班，月收入近万
元，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只要我们不服输，好日子总会来
的。”聂清根曾经多次这样鼓励妻子和儿
子。如今，他把这话变成了现实。

8 月 30 日，对鄱阳县油
墩街镇港头村的老人而言，
是一个开心难忘的日子。
当天，100 多位年过古稀的
老人穿着一新，参加了一场
特殊的“升学宴”。

港 头 村 是 一 个 有 着
2000 多人口的大村庄，李、
王、计三姓同居，村里有4个
文化礼堂。港头村村民李
来顺是第三届江西省道德
模范。8 月，孙子李梓腾接
到南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不久，李来顺和子女们商量
决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不办酒席、不燃放烟花爆
竹，借孩子升学之机举行一
次关爱老人行动。李来顺
拿出两万多元买了 100多台
落地电扇，定于 8 月 30 日这
天送到全村100多位70岁以
上老人手上。

清晨 6 时，一辆满载电
风扇的大卡车沿港头村村
前圩堤公路缓缓行驶，先
后 在 4 个 文 化 礼 堂 前 停
留。车门打开，爱心人士
把崭新的落地扇搬下车，
逐一送到每位老人手上。

老人们激动不已，笑容满
面，连声道谢。

李梓腾站在老人们面
前鞠躬行礼，动情地说：“各
位爷爷奶奶，今年我考上了
大学，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厚爱。今后，我将更加努力
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祝
爷爷奶奶们健康长寿！谢
谢！”

李梓腾是在良好家风
中长大的孩子。爷爷李来
顺行医 51年来，在当地以医
济贫、乐善好施，先后为贫
困患者减免医疗费用及资
助贫困学生共计 500 余万
元。父亲李明是鄱阳县港
头医院负责人，一直以来秉
承“医德至上、救人要紧”的
办院宗旨，母亲蒋霞是一名
文学爱好者，出版过多部文
学作品。

文化礼堂门前，一副对
联让人赞叹不已：上联“凿
壁借光苦探学海追梦想”，
下联“囊萤映雪勇攀书山赶
前程”，横批“乡情浇灌芝麻
花”。这表达了乡亲们对李
梓腾的无尽祝福。

一场特殊的“升学宴”
段和平 本报记者 余 燕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
璋）近日，南昌高新区法院
宣判了一起“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案件，判处被告单
位江西某建筑劳务公司罚
金 10万元；判处被告人谢某
有期徒刑 2 年 10 个月，并处
罚金 5 万元。据悉，该案被
告人恶意拖欠 126名农民工
工资，合计486.2万余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
人谢某是江西某建筑劳务
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承揽
了南昌高新区新力公园壹
号项目部分楼房的泥工、

木工、水电工、钢筋工等劳
务，并雇了十余个农民工
班组进场施工。施工结束
后，谢某将收到的劳务费
挪作他用。

今年 1 月 15 日，南昌高
新区劳动监察局向江西某
建筑劳务公司下达了《劳动
保 障 监 察 限 期 整 改 指 令
书》，责令其立即支付拖欠
的农民工工资，但谢某置若
罔闻，分文未付。南昌高新
区法院经审理后，遂作出上
述判决，被告单位及谢某表
示服判，不上诉。

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被判刑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
璋 实习生张浩涛）近日，南
昌市青山湖区京东镇桃湖
村北胡自然村两栋老旧农
房成功拆除，塘南村余村自
然村最后一栋老旧房屋顺
利拆除。至此，桃湖村旧城
改造征迁工作接近尾声，塘
南村则全部完成，京东镇百
姓从“有居”到“优居”的步
伐正在不断加快。

8 月 20 日，已搬入新居
的桃湖村居民日子过得格
外舒心。告别了拥挤、低
矮的平房后，他们入住的
是宽敞明亮、交通便利的
湖景房——桃源名居。

熊四根是桃湖村北熊
自然村村民，旧改安置前，
他和哥哥两家人“蜗居”在
一栋老旧平房内。征迁后，
熊四根一家分到了两套两
居室套房，一套用于自住，

一套用于出租。住进新房，
熊四根再也不用担心拥挤，
每个月还有租金收入，生活
越过越好。

走进桃源名居，楼房规
划整齐，庭院花草遍地，树
木葱翠幽雅。小区共有安
置房633套，由5幢高层楼房
围合而成。周边交通便利，
出门就是地铁口，旁边的幼
儿 园 、学 校 、商 场 一 应 俱
全。“早就等不及了。钥匙
拿到后，我们就赶紧装修，
现在终于入住了。”桃湖村
相关负责人介绍，村里已有
141户826人乔迁。

截至目前，桃湖村北胡
自然村安置房已经全部分房
到户，征迁村民全部分到新
居。塘南村余村安置房正在
建设中，安置房项目从 2019
年 4 月开始建设，共计 778
套，预计2021年8月完工。

京东镇加速旧城改造步伐

水退到哪，灾区重建工作就进行到
哪！一台台“龙吸水”正开足马力排涝，
一辆辆挖掘机正在清理淤泥、垃圾，一
条条临时供水管道保障着居民正常生
活用水……连日来，记者走访灾后的永
修县三角乡，热火朝天的灾后重建场面
让人心潮澎湃，当地干部群众正齐心协
力清理环境、建设家园，逐步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

三角乡位于修河沿岸，是鄱阳湖周
边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7月 22日，
三角联圩发生溃堤，大量洪水涌入三角
乡区域，全乡受淹耕地 5.3万亩，进水房
屋 3600 多栋，两万多名群众被及时转
移。如今，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受灾群
众陆续返回家中，灾后重建保民生工作
也牵动着人心。

记者在走访时看到，目前当地已基
本退水，过半村组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欢声笑语又开始出现在乡间田野
上。更令人振奋的是，永修县还提出，
把新农村建设和灾后重建结合起来，高
标准改变农村人居环境，让受灾群众往
后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干群齐上阵 啃下环境清
理“硬骨头”

位于修河沿岸、地势较低的淦坊村
是三角乡最后一个退水的村。受灾时
该村 283 户居民全部被转移，很多民宅
二楼都进了水，搬上楼的电器和家具遭
到浸泡损坏。9月4日记者来到这里时，
还能看到肆虐的洪水留下的痕迹：电缆
线上还挂着洪水退后留下塑料袋，3 米
多高的篮球架上还存有污泥。

“这几天一共有两台挖掘机、6台农
用车在村里，预计再有 3 天就可以清理
完毕，半个月之后大家就可以放心搬回
来了。”村支书周小平介绍，排涝和消杀
工作已近尾声，环境清理是目前该村灾
后工作的重点，最近几天每天清理的垃
圾量达到20多吨。

“白天过来清理房屋，晚上再开车
回县城住，早点把房子搞好早点安心。”
村民周太平正穿着套鞋，在家门口清洗
家具。该村八成村民都在县城买了房，
虽然灾情严重，但村民们大都还比较乐
观，很多人早早赶回来参与环境清理。
记者看到，村民将家中的垃圾和废弃家
具、电器搬到户外，再由挖掘机和清运车
统一清走。为了避免环境污染，垃圾在
清理前进行了初步分类，木头可以再利
用，塑料送到回收站，砖块等建筑垃圾用
来铺路，其他无法利用的淤泥等垃圾统
一运到县垃圾处理场进行集中处置。

这次受灾这么严重，村里的贫困户
脱贫会受影响吗？该村第一书记王仪
河告诉记者，全村20户贫困户有的在县
城投靠亲友，有的安置在乡敬老院，基
本生活都得到保障。而最后两户未脱
贫的贫困户今年人均收入可以过万元，
脱贫任务不受影响。据介绍，为了帮助
淦坊村尽快推进灾后重建，上级下拨的
救灾资金和物资累计已达上百万元。

恢复水电供应是灾后重建的重
点。在淦坊村，这几天供电抢修人员正
忙着恢复输电线路、扶正线杆，更换受
损的公用变压器、电表。“每天早上 6 时
出门，中午回供电所吃饭加休息一个小
时，然后一直要干到晚上 7 时。”三角乡
供电所相关负责人淦天华对记者说，通
过连续 3天 60多人次的加班加点，村内
低压线路已经完全恢复。但是，由于给
该村送电的周下支线沿线还有水未退，
因此全部通电还需要再等几天。

“现在自来水虽然不能入户，但是
水质比以前更好，还免费呢。”村民戴际
林正在村口的公用自来水龙头接水洗
碗，村里通了自来水后，原本借住在亲
戚家的他赶紧和老伴搬回村里住。

三角乡的自来水，原先为一家小型
私人水厂承包经营，汛期该水厂被水淹
而致设备损坏，无法正常供水。在政府

部门的协调下，永修县润泉供水公司投
入180万元，铺设68公里临时供水管道，
建成临时供水点 116 个，及时解决了村
民的用水难题。据了解，由于三角乡原
先的供水企业规模小，自来水覆盖率和
水质都不令人满意，永修县计划通过并
购的方式，尽快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争分夺秒 10天清出一
个“新学校”

9月4日上午，三角乡政府外的广场
仍是一片狼藉，一楼的办公场所仍在清
理中，而邻近的乡中心小学却已是焕然
一新——教室里书声琅琅，围墙一片雪
白，校园里的健身设备和绿化均已恢
复。“先把学校恢复好，保证正常开学，
这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办公楼晚一
点恢复没关系。”三角乡的干部们说。

实际上，三角乡中心小学因为地势
较低，直到 8 月 22 日，这里的水位还有
齐腰深，淤泥足有 5 公分厚。然而仅仅
10天后，这里就完成了所有的环境整治
任务和教学设备更新，满足了开学条
件，这一速度令人惊叹，也让学生家长
纷纷点赞。

当地是如何迅速完成灾后清理、保
障如期开学的呢？三角乡中心小学校
长万常雪介绍，当时想的办法是先用沙
袋将学校周边堵住，然后调集3台“龙吸
水”24小时全力排涝，3天后在周边村庄
还没退水的情况下，学校的积水已被排
干。随后，迅速组织上百名教职工和专
业施工人员进校园，清淤、消毒、粉刷墙
壁、整理场地，教育部门同步进行应急
采购，更换受损的教学设备，这才确保9
月1日如期开学。

争分夺秒的灾后清理工作，在与小
学一墙之隔的中心幼儿园也同样上演。
三角乡中心幼儿园是 2018 年开园的新
园，硬件条件在永修县农村幼儿园中堪
称一流。进水当天，虽然教职工们奋力
把一部分设备抢救到了二楼，但是厨房
设备以及户外的显示屏、滑滑梯、绿化草
坪等均无法搬运，因此损失更为惨重。

“当初一砖一瓦看着幼儿园建起
来，感觉就像自己的家一样，眼睁睁看
着被洪水淹掉，特别心痛。”三角乡中心
幼儿园负责人姜云告诉记者，园内积水
排干后，她带着教职工用小铲子、清洁
球把墙上的污泥一片片地铲掉，每天都
要在幼儿园里忙上 10 多个小时。由于
幼儿园环境清理的任务重，需更换的设
备更多，相关工作人员加班加点，9 月 4
日便迎来小朋友们入园，这让家长们都
有点不敢相信。

据了解，今年三角乡中心幼儿园共
招收 3个班，约 90名孩子。因为受灾的
原因，部分当地居民把孩子改送到县城
就读，因此入学人数比去年同期略少。

当天，在幼儿园小班，家住三角乡

永丰村的家长袁晶刚刚上完开学安全
教育课。“上周到现场看时积水还有半
米深，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正常开学了，
真是太不容易了。”她告诉记者，之前因
为一楼的教室被浸泡过还有些担心，今
天看到3个班的孩子都被安排在二楼的
教室上课，教学设备都很完善，自己非
常满意。

“虽然这次被淹损失不小，但是再
穷不能穷教育，再过一个月你来看这
里，肯定又不一样了。”在现场，永修县
教体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已经决
定加大投入，灾后要把三角乡的学校和
幼儿园建得更好更漂亮。

高起点规划 新农村建设
赢得群众拥护

紧靠着三角联圩的红旗村，是三角
乡受灾较严重的村。9月3日，记者在红
旗村看到，除了墙壁上淡淡的水线和仍
有少许积水的农田，几乎看不出洪灾的
痕迹。村庄里阵阵炊烟夹杂着沁人的
饭菜香飘荡，66岁的村民程昌发正帮着
妻子准备午饭：“安置点的生活虽然很
好，但还是更喜欢回家的感觉。”

“灾后工作千头万绪，我们村委会
只有 5 名干部，好在县里 3 个挂点单位
和乡政府都派来干部帮扶，要不然根本
忙不过来。”红旗村党总支书记胡济龙
正带领村民，用火钳和编织袋清理村口
的白色垃圾。永修县在三角乡成立了6
个业务指导组，并在该乡14个村委会分
别成立了工作组，通过单位包组、干部
包户，更高效地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在红旗村，随着环境整治接近尾
声，新农村建设已成为村民关注的话
题。在沙洲头村小组，村民理事会理事
长蔡小林正和村干部一起商议新农村
建设的方案。“咱们村最大的短板是道

路年久失修，这次一定要高标准建设，
争取让村庄面貌大变样。”蔡小林告诉
记者，在上级帮扶单位的支持下，该村
已经筹集到30万元建设资金，下一步打
算修一条 6 米宽的环村路，同时建设下
水道和休闲小广场。

走进沙洲头村，最惹眼的是一栋栋
新民房正在加紧建设，不少旧房被拆除
后留下的痕迹也清晰可见。原来，洪水
长期浸泡后，当地很多无人入住的老旧
砖瓦房出现倒塌或裂缝，存在安全隐
患。“这次拆除的都是影响环境且无人
居住的空心房、危旧房、违建房，大家都
很配合和支持。”蔡小林介绍，最近半个
月在理事会的参与下，村干部挨家挨户
发通告、征求意见、讲解政策，陆续进行
房屋登记和质量检测鉴定等工作，赢得
了村民们的普遍拥护。“原先的房子只
建不拆，把村子挤得满满当当，现在看
起来真的开阔多了。”沙洲头村村民告
诉记者，希望通过灾后的新农村建设，
彻底改变全村的环境，过上不一样的小
康生活。

据介绍，三角乡之前有部分村组没
有开展过新农村建设，人居环境改善相
对滞后。“灾后重建的同时展开新农村
建设，一方面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另一
方面也可以多争取建设资金，更有利于
获得群众的支持。”三角乡相关负责人
介绍，当地将结合乡村振兴、人居环境
整治等工作要求对村庄进行规划，对存
在安全隐患且不宜修复的房屋及时组
织拆除，对检测结果符合要求、室内供
电线路安全的房屋，在确保安全的情况
下，有序组织入住。截至 9月 3日，全乡
已建立 54 个村民理事会，拆除空心房、
危旧房和违建房“三房”456栋。一个入
住更安全、邻里更和谐、村风更文明、村
容更整洁、环境更优美的新农村，将立
于三角乡大地上，呈现在人们面前。

新生的家园一定会更加美好
——永修县三角乡灾后重建保民生见闻

本报记者 朱 华 文/图

三角乡中心小学学生正在上课。

周坊村村民正在除草，准备种植荞麦。

“只要不服输，好日子总会来的”
水文花 本报记者 洪怀峰

9月6日，跑步爱好者在大余县梅关古驿道景区晨跑锻
炼。初秋时节，人们纷纷走到户外，锻炼身体。

特约通讯员 叶功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