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了过了““脱贫年脱贫年””
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

本报记者 余红举

鄱阳县三庙前乡龙丰村村民余
正造，去年顺利实现了脱贫。脱贫后
的第一个春节，他更是告别了老旧瓦
房，住进了宽敞的三层楼房，心里别
提多欢喜了。

虽然楼房还没装修完，但是用上
了干净的自来水、水冲式厕所，主卧
还装上了空调，余正造和妻子将家里
收拾得妥妥帖帖，迎接这个意义非凡
的新年。

“一家四口再也不用挤在逼仄的
老屋里了，新年住进新房，更有盼头
了。”大年三十，余正造屋里屋外忙着
打扫卫生、贴对联，妻子则忙着杀鸡、
宰鱼……两口子是忙不完的“二人
转”。

以前，大儿子身患尿毒症，自己
又患重病，余正造口袋里没几个钱，
想准备点年货都犯难，饲养的鸡鸭舍
不得吃，拿到集市上卖钱。可是现在
不同了，脱贫后的日子越过越好，想
买啥就买啥，过年也像个样子了！

“年货都准备好了么?”
“买了好多年货，有肉、有鱼，还

包了饺子。”

包饺子、置办年货，准备年夜
饭……这不仅是过年习俗，更是表
达了余正造一家入住新居的喜悦
以及脱贫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
期待。

“说实话，以前最怕的就是过年
过节，亲戚来家里拜个年，都没什么
好招待的。”余正造看到记者上门，赶
紧放下手里的活，泡上热茶，端上水
果盘，还切上了刚买的橙子。

去年，余正造买了台农用车，正
好高铁建设工地就在村旁，他在工地
上负责拉水泥、沙子，一个月能赚个
三五千元，全家脱了贫。余正造感激
地说：“感谢政策好，感谢驻村工作队
的帮扶，家里现在生活是越来越好
了，日子越过越美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春节，余
正造又有了新盘算，那就是多挣点
钱，给小儿子娶媳妇，把新家装修完，
让生活“更上一层楼”。“你们放七天
假，我也是。正月初七就要上班，到
工地拉水泥，妻子也找了份工作。今
年过‘脱贫年’，明年要努力过上‘致
富年’。”余正造信心满满地说。

喜迎新生命喜迎新生命
更要加油干

本报记者 蔡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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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4日，正月初三，靖安县
香田乡红岗村的脱贫户熊腾武一
大早就与老伴忙着准备午饭，因为
儿子一家四口要从南昌回来。

今年58岁的熊腾武在十几年
前因为一次意外，左腿残疾，一家
人当时陷入贫困。但抱着身残志
不能残的信念，熊腾武在乡、村干
部的帮扶下，做起了农资买卖。
随后又接下农村电商业务，并尝
试种植草莓，不仅脱了贫，收入也
越来越高。“去年赚了4万元左右，
生活完全不用愁了。”

口袋鼓了，熊腾武的消费理
念也变了。记者走进熊腾武的厨
房，打开冰箱，看见里面塞得满满
当当。冰冻层的抽屉里，猪脚、鲫
鱼、排骨、五花肉、土鸡摆放得整
整齐齐。“鸡是我自己养的，鲫鱼
是野生的，每斤 12 元，贵是贵了
点，但家人喜欢吃。”熊腾武笑着
说，因为冰箱放不下，阳台上还挂
了十多斤腊肉。

再拉开冷藏层，一股浓郁的
水果香味扑鼻而来。熊腾武特意
端出一大盘菠萝蜜说，以前都没
见过这种水果，今年听别人说小
孩子喜欢吃，又有营养，自己去超
市一口气就买了 4斤，花了 100多
元。“还有一箱库尔勒香梨，也是
100多元，特别甜。”

在记者的询问下，熊腾武粗
略地算了一下“过年账”，今年购
买各种年货花了近千元。“这要是
在以前，根本不可能，有肉吃就满
足了。”熊腾武说，现在条件好了，
自己的消费也跟着升级。特别是
看着两个孙子非常爱吃，感觉这

钱花得值了。
“年三十晚上，儿子一家回来

吃团圆饭，给我包了一个红包。
我当时就跟他说，你们的心意我
领了，但是以后不用给了，爸妈生
活没问题。”熊腾武告诉记者。

聊天中，记者又跟着熊腾武
来到二楼，只见三室一厅，干净敞
亮。“房子是这两年装修的，液晶
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都配好
了。平时就我和老伴两个人，逢
年过节，儿孙回来就特别热闹。”
熊腾武还特地提到房间里的电脑
说，“别看我是农村的，年纪比较
大，但这些年做电商业务，我也慢
慢学会了上网，平时不忙的时候，
在家就可以工作。”

提到过年后的计划，熊腾武
激动地说，县里今年将有一所大
学分校建成，距离红岗村很近，给
他的电商业务带来了很大市场潜
力。“乡里已经跟学校对接了，9月
份开学后，学生的邮政快递分流
点会有一部分设在红岗村，我的
业务量会扩大好几倍。现在我只
请了一个人帮忙，但是下半年肯
定还要再招几个村民一起干。”

11 时，一辆小汽车停在了熊
腾武家门口，儿子一家走了下来，
屋子里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熊
腾武和老伴准备了半天的饭菜，
也逐一端上桌，热气腾腾。

“今天有记者来家里做客。
来来来，大家坐好，请记者给我们
拍一张合照。”随着“咔嚓”一声，
记者镜头里留下了熊腾武一家的
笑容，更定格下了脱贫户幸福生
活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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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鸣山涧，薄雾环绕。2 月 14
日，大年初三，一大早，郭宇林就扛
着锄头来到后山种植基地，给中药
材吴茱萸松土。

记者找到他时，他已经忙活了
好一阵子。忙完后，郭宇林带着记
者来到他家。一栋新建的 3 层小
楼，门口一个很大的院子，客厅的
茶几摆放着水果，厨房的灶台上正
在烧着香喷喷的饭菜，一家人其乐
融融。

郭宇林说，眼前这样的光景，
在几年前想都不敢想。以前一提
到过年，郭宇林就皱眉头。“要购置
年货，还要给孙子孙女，外孙们发
压岁钱，自己又没有钱，就只能简
简单单过年。”郭宇林边说边抓起
一把瓜子塞给记者，“今年这个年
过得真是带劲，年前儿子和儿媳从
外地回来了，一家人开开心心到县
城购置年货，还添置了新的家电，
给孙子孙女买了新衣服，还发了大
红包压岁。年前还把房子重新装

修了一下，住起来舒服多了。”
今年 57 岁的郭宇林是永丰县

古县镇古县村西岭自然村村民，年
轻时因为一场意外，落下残疾，
2014 年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
党和政府的帮助下，郭宇林承包了
村里的 100 多亩果园，大力发展果
业，很快就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脱贫后他不满足于现状，看到吴茱
萸市场的广阔前景，就外出学习种
植技术，发展中药材产业。2019年
打造了一个270余亩的中药材种植
基地。2020年，还吸纳了 6名贫困
户到基地务工。

“吴茱萸行情很好，去年小试
牛刀，收割了 50 公斤，卖了 1 万多
元。预计今年全部收割可以卖到
近10万元。”郭宇林喜滋滋地说，今
年计划扩大100亩吴茱萸的种植面
积，并兼种油茶，将种植基地做得
更大。“今年想买辆小车，脱贫了，
还要在奔小康的路上加把劲。”郭
宇林对未来充满信心。

人勤春来早。浓浓的年味还没散去，我省
各地许多脱贫户就怀着新目标，奔上了新的追
梦之路。村前屋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养殖
基地，到处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功到秋华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
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组织实施了人类历
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

脱贫只是开始，走向富裕才是目标。在这
万物竞发的大好春光里，脱贫户要继续发挥孺
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明确目标，聚力再
出发，实干开新篇。

只有经过艰辛的磨炼，才能创造神奇的力
量；只有起了老茧的手指，才能弹出动听的乐
曲。过去，很多人陷入贫困，是因为生病、残
疾、无一技之长等原因导致。自身条件差人一
步，干起活来就要快人一步。一年之计在于
春，新春要有新作为。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
脱贫户并没有躺在过去收获的果实上安心享
受，而是在欢天喜地过大年的同时，定目标、起
好步、撸起袖、铆足劲、加油干。

唯有奋斗，幸福才能长久。脱贫户要在不
等不靠中，继续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用自
己的劳动实现致富。同时，相关部门要进一步
推动扶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延伸产业链，提
升产业扶贫的质量成色，让帮扶措施变“输血”
为“造血”，为脱贫户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发展后劲，让脱贫成为走向富裕的新起点,
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开局。在这条通往富裕的
路上，每一个人都应成为努力奔跑的追梦人！

（曹诚平）

2 月 14 日，大年初三，记者来到
崇义县铅厂镇西峰社区居民钟勇的
家，饭菜香扑鼻而来。锅里的土鸡汤
正在咕噜咕噜地翻腾着，灶台上摆放
着腊肉、鱼、笋丝、豆腐等食材。钟勇
正在忙活，妻子黄年娣则抱着刚出生
不久的小女儿坐在客厅和前来做客
的亲戚们聊天。

吃过丰盛的午餐后，钟勇一家人
和亲友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
视。“今年过年，家里添置了电视机和
洗衣机，没想到我也能用上洗衣机。
多亏了党的好政策，我们家才脱了
贫。”黄年娣笑着向记者展示过年前
买的家用电器。

原来，钟勇的大儿子身患肢体
残，妻子要全天照顾他，没法外出
务工，一家人以前一直靠钟勇做木
工勉强维持生活。不幸的是，2014
年钟勇骑摩托车外出务工时，发生
交通事故，头部受重伤，在医院住
了 3 个多月才康复。那次交通事故
直接导致这个原本就过得拮据的家
庭“雪上加霜”。一家人靠低保金，
挤在两间破旧的土坯房和临时搭建
的木棚“厨房”里，度过了最为艰难

的一段时光。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在

扶贫干部们的鼓励和帮助下，钟勇
和妻子种起了脐橙，通过申请产业
扶贫“信贷通”，他们先后种植了
500 余株脐橙。在夫妻二人的精心
经营下，2019 年脐橙种植收入达到
了 10 余万元。不仅如此，钟勇不
等不靠，身体康复后，做起了自己
的木工老本行。通过夫妻俩的努
力，2019 年，钟勇一家脱了贫，住进
了新房。

“现在生活好起来了，过年了，孩
子想买新衣服、想吃肉，我们都可以
满足他们了！”钟勇感慨道。春节前，
钟勇家里不仅添置了家用电器，还迎
来了他的第三个孩子，新生命的到来
让一家人都笑眯了眼。“新的一年，我
们计划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脐橙种植面积，希望能够再次迎来大
丰收。”钟勇笑着说起今年的计划，多
了一口人，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这
是个甜蜜的“负担”，接下来的时间
里，他会把可利用的剩余土地全部利
用起来，继续努力奋斗，把日子过得
更加红火。

“波波，你现在做了新房子，还
赚了那么多票子，又不是像以前那
样日子过得艰难，大过年的歇一下
哦。”

“哈哈……这个时候可不能偷
懒，黄瓜正在开花哩，得抓紧掐掉
须，把藤蔓搭上架，要不然产量上
不来。”

2 月 16 日，大年初五，余干县
玉亭镇排岗村脱贫户韩少波，在蔬
菜基地与前来拜访的村干部乐呵
呵地打着招呼，并热情邀请大家到
他家吃中饭。

以前的春节，韩少波可不好
意思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

“以前手头紧巴巴的，亲戚朋友过
年来做客，确实端不出几个像样
的菜来招待。”韩少波说，现在日
子好起来了，今年的年夜饭，鳜
鱼、牛肉、鸡、鸭、鹅样样不少。
谈及现在的生活，韩少波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对于韩少波来说，幸福生活就
是每天有活干，有钱赚。2 月 16
日，韩少波 5 点多就起了床，拉了
一车的芹菜、大蒜、莲藕等蔬菜到
农贸市场销售，有 400 多元的进
账。

其实，从大年初二开始，韩少
波就与往日一样忙碌起来了。6亩
水田莲藕、4亩露天蔬菜、8亩大棚
蔬菜，都要他好好“照顾”。正是不
偷懒，通过种植蔬菜，韩少波去年

的纯收入达到了18万元。
钱袋子鼓了起来的韩少波，去

年建起了一栋新房子。“爆竹声声
辞旧岁，红梅朵朵迎新春”今年春
节，韩少波在新房大门，贴上了这
样一副春联，这也确实是韩少波生
活变化的生动写照。

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因各
种原因，2014年，韩少波被确定为
贫困户。但他人穷志不短，紧紧依
托产业扶贫政策，在帮扶干部的帮
扶下，走上了蔬菜种植的路子，并
成立了余干县波锋种植养殖专业合
作社。短短几年，他完成了从一名
贫困户向致富带头人转变，引领当
地群众种植生态有机蔬菜 100 多
亩，实现年产值上百万元，带领 30
多个贫困户家庭脱贫。韩少波也因
此获得了“2018年度江西省脱贫攻
坚奋进奖”“2020 年江西省劳动模
范”等荣誉，今年2月10日，又被公
示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一件件喜事，让韩少波浑身上
下有使不完的劲，感到生活越来越
有奔头。“孩子们念书一年要花费4
万元左右，母亲每年治病也要一笔
费用，但现在都能轻松承担。”韩少
波说，今年他作为技术员，为当地
一家蔬菜公司服务，每个月有5000
元收入，加上扩大蔬菜种植规模，
纯收入在去年 18 万元的基础上，
增加8万元至10万元不成问题，现
在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吃上菠萝蜜吃上菠萝蜜
生活更甜蜜

成立合作社成立合作社
勇当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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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种中药材扩种中药材
鼓劲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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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勇一家。

熊腾武一家。

郭宇林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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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正造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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