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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山峰

我是伴着改革春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1978年，我出生在新密市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父母

常说，我生在了好年景。那一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包产到户、农副业并
举等一系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举措，激发了乡亲们的生产
热情，家家户户的生活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我的父母没啥文化，却坚持要我上学读书。姐姐们个
个聪明伶俐，但大都初中没上完就辍学了。“没赶上好时候，
没办法啊。”父亲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常常叮嘱我：现在不
愁吃不愁穿，你就一门心思好好读书吧！他说，他小时候也
想读书，甚至还做过大学梦，但他们那代人几乎都是整天割
草、放羊、帮家里下地干活……小小年纪就要承担起养家的
重任。全家人整天为填饱肚子发愁的年代，哪有供他上学
的闲钱？

改革开放让父亲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了。宽裕的经济
条件也给了我安心上学的机会，在无忧无虑地读完小学、中
学后，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大学。1999年，大学毕业的我
恰逢毕业分配制度改革，开始“双向选择”。凭借自己在应
聘中的良好表现，我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从登上讲
台的那一刻起，我一门心思钻研教学，积极探索班级管理，
把全部心血都给了可爱的孩子们，工作一年就被评为全市
先进。

求学、工作、安家，正如家里人期待的那样，我在省会扎
下根来。每次父亲来看我，总喜欢站在我家宽敞的阳台上，
俯瞰街上的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还情不自禁地说：“这可是
过去咱农村人想都不敢想的啊！”

40年的改革开放，我深深感受到社会发展给每个人都
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2002年，在深化干部人事制
度改革中，郑州市委面向社会公开选拔机关干部。经过公
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我顺利通过考试和组织考察，成为一
名街道基层干部。消息传出，村里人都为我高兴。“老乔家
出人物了！”“恁家孩子老争气啊！”乡亲们纷纷来家里表示
祝贺，老实巴交的父母嘿嘿地应和着，无法控制脸上的笑
容。“峰啊，你可是赶上好年景了，真是有福啊！”叔伯们难掩
喜悦之情，好几次在电话里跟我提起。

是啊，我是幸福的。我深知，是改革开放给我创造了机
遇，是改革开放使我从一个农村娃成长为党的基层干部。
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平凡而琐碎，大到稳定税收，小到养鸡喂
狗。在这个岗位上，我一干就是 15年。说真的，有时候真
觉得很累，但更多的是充实和快乐。

记得在郑州“四城联创”期间，辖区一家饺子店始终达
不到创建标准，了解到店主刚刚下岗，正供养一个上大学的
女儿，生活十分困难，还特别爱面子的情况后，我自掏腰包
买来胶管、水池等材料，和社区人员一起动手整改，还专门
邀请防疫站的专业人员现场指导，使其顺利达标。如今，他
的女儿已经参加工作，饺子店的生意红火，他们的生活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

最难忘2003年五一劳动节那天，我牵头组织了一个送
祝福活动。一大早，我们特意挑选了象征健康快乐和爱意
的康乃馨、百合扎成花束，赶到郑州市一家防治“非典”的医
院慰问。在隔离病房大楼门前，我们把一束束鲜花献给了
日夜奋战在抗击“非典”最前线的白衣天使们，工作在隔离
病房的医护人员情不自禁地挥动双臂向我们致谢。那年年
底，随着抗击“非典”的全面胜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站在鲜艳的党旗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我心中有
了更深的内涵。

今年 3月，伴着春日的暖阳，我可爱的二宝如约而至，
为我家增添了更多的快乐。看着自己的小孙子，年近八旬
的父母乐得合不拢嘴儿，整天一溜小跑儿。邻居家的婶子
一个劲儿提醒他们：看恁俩美的，慢点儿，慢点儿！我家懂
事的大宝也一下子长大了不少，每天坚持自己上下学，放学
回家总是要先照看一会儿弟弟。“二宝好美啊，一出生都享
受月子中心的高级服务！”他嘴里念念有词，充满了羡慕。

“二宝将来的生活更美！”“将来好成啥样，不敢想！”一
家人七嘴八舌，一个个激动、欣慰的样子，我知道他们对未
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

如今，祖国强大，家乡崛起，家庭和美。我坚信：在新的
时代，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更美好！8

农村娃赶上了好年景

□张超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春风吹拂而来，辍学在家的我正和父亲一
起在麦田里锄草，我身上的小型收音机反复播送
着改革开放的消息，父亲忽然放下手中的锄头，看
着我说：“既然政策允许，咱可以做点小生意顾顾
急了……”

当时的我们家 6口人，弟兄 4个中我排行老
大。家里除了几亩土地的微薄收入，没有其他经
济来源。俗话说“半截壮正能装”，我们弟兄 4个
正是能吃能喝的时候，一顿饭得十几个馍，稀的稠
的每顿得一大锅，日子过得非常紧巴。

穷则思变。父母不怕吃苦，又都能吃苦。可
是，干点什么好呢？一家人合计来合计去，觉得去
商丘拉石灰回来卖比较保险。因为一是石灰不损
秤；二是当时想盖房子的人多，销售快，不压本儿；
三是能当天来回不过夜，一趟至少赚10块钱。

父亲借来几十块钱，修好架子车准备次日出
发。可父亲自己不行，还要再去一个人。3个弟弟
都在上学，最佳人选只有我。说心里话，明摆着谁
去谁吃苦，我一百个不愿意去，可又找不到理由，
只好很不乐意地答应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就叫醒了我，我迷迷糊
糊拉着架子车和父亲走出了家门。母亲不放心，
撵出门来嘱咐父亲：别心疼钱，你俩路上吃点饭垫
垫，累了就歇歇再走。父亲答应着“知道了知道
了”，和我一路晃晃悠悠奔商丘而去。

约莫 10 时左右我俩到了商丘的一家石灰
窑。装好了石灰开始返回，这时候“考验”才真正
开始：一车石灰 1000多公斤，用茓子围起来装得
老高。路上，父亲是“主驾驶”，我拉“偏套”——在

架子车的一边绑上一根绳子，拉着前行。天冷，但
一会儿工夫，我这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沉
重的架子车缓慢向前移动着，没走多远我就感到
了左肩膀钻心地疼，只好换到右肩膀……那一刻，
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举步维艰，什么叫度日如年，
什么叫人生不易。

蜿蜒的公路仿佛没有尽头，走着走着太阳被
远处的村庄吞没，黑暗像一张大网笼罩着一切，公
路上除了偶尔被汽车的灯光照亮，陷入了无边的
沉寂之中。望着远去的汽车，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早晚有一天我也要买上属于自己的汽车。

终于走到一个叫黄堂的地方，看到了路边一
处亮光，这是个卖烟和水的茶棚。父亲说歇会儿
再走时，我嗯一声算是答应。父亲停下车，用顶棍
支住车子，“来两碗茶，再来俩油馍”，然后父亲把
两根油馍全泡在我碗里面，我瞅了一眼父亲，他说
他还不饿。一会工夫，两根油条在茶水的滋润下
很快膨胀起来，满满一大碗，我顾不上茶水还有些
烫嘴，呼呼噜噜连水带油馍喝下肚去。那个味道，
真是美得很！身上马上有了力气，有了精神，我望
望父亲，他的一碗开水也早已喝光，正默默地抽着
烟……

一车石灰拉到家里已是晚上 10点多，家家户
户都已关门闭户，进入梦乡了，只有时不时传来的
几声狗叫。第二天，我和父亲又起了一个大早，把
石灰拉到东关，卖了赚了 10块钱……后来，我和
父亲还贩过番茄，卖过西瓜、甜瓜，俺家的日子也
像上午的太阳一样，逐渐暖和了起来……

然而，几十年前那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却一直
留存在我的脑海深处。我常想，如果不是改革开
放，或许今天的我还只能和我的父母我的兄弟一
起，靠着几亩薄田艰难生活呢！8

难忘那个春日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珂

节气过了冬至，天气越发寒冷了。宜阳县
韩城镇朱家沟村一个普通农家院里，堂屋透凉，
气氛却热烈融洽。刚泡好的金丝黄菊茶弥漫着
袅袅轻雾，驻村帮扶干部程玉国和村里的80后
女致富能手朱飞子，正为村里明年的产业发展
谋划着。

年初，养了 10多年猪，收益不错的朱飞子
在程玉国建议下，带头试种了20多亩菊花。金
秋十月刚开始收获，远近药商纷至沓来，村里没

“跟风”的几个贫困户看着眼热，纷纷打听起了

种植技术。
“程书记你说，明年咱让大伙儿种多少亩合

适？”
“飞子，我还得说你啊，明年除了扩大种植

规模，你那养猪场也得在卫生防疫上多下功夫
了，上百头猪呢！”

“那是那是。另外程书记，帮扶单位给咱村
建的八个温棚眼看都好了，光种菜是不是可惜
了？你见多识广，得早点给俺们说说种点别的
啥啊。”

……

找个领头雁

笑吟吟的程玉国说了句玩笑话：光为种植
这事儿，他“巴结”朱飞子就不下50次。

两年前，程玉国来到朱家沟村驻村。作为
扶贫干部，刚到村里时挨家挨户走访贫困户是
必须，他在贫困家庭里问得最多的却是：村里谁
最能干？谁最会挣钱？不少贫困户一头雾水，
但还是毫不迟疑地告诉他：朱飞子。

三天后，敲开朱飞子家的门，程玉国和朱飞
子有了第一次对话——

村里人都说你最能干，最会挣钱。程玉国
说得直白，朱飞子答得含蓄：哪里哪里，都是瞎
说哩！

你想过没有一边自己致富，一边带动乡亲
们脱贫？程玉国又问，朱飞子再答：我连初中都
没上完，哪有这能力啊！

朱家沟村 151户中，共有 56户贫困户。不
少贫困户是因为家里父母衰老、儿女上学，只能
困在小山村里靠几亩薄田养家糊口。他们不是
不想改变窘境，更不是不想让土里“生金”。

“智”“志”双扶，“我觉得只要找到一个领头
雁，就不怕群雁不跟着飞。”程玉国说，这是他在
开展帮扶中想先找到村里“最能干、最能挣钱的
人”的初衷。

被程玉国找到的朱飞子，有10多年养猪经
历，也有比村里其他人要强得多的收入。然而，

她粗放式的养猪经验远不能满足 56户贫困户
的脱贫需要，而且，程玉国经过市场调查，也为
贫困户们设计出了种植中药材、果树等脱贫项
目。这些项目，能得到群众认可吗？他想到了

“领头雁”……
程玉国一趟趟往朱飞子家跑，苦口婆心劝

说她搞种植，但朱飞子顾虑重重：“我不是不想
为乡亲们做点事儿，可我挣钱真不容易，万一鸡
飞蛋打了……”

女致富能手

“俺是打穷处过来的，苦日子难熬啊！”朱飞
子的顾虑不是没道理。35年前，体弱多病的母
亲带着两岁的她逃荒改嫁到朱家沟村。有了弟
弟妹妹后，10 来岁的她辍学成了家里的顶梁
柱。守着年迈的父母和几亩薄田，她嫁给了村
里同样兄弟姊妹众多，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朱
海强。

婚后，丈夫外出打工，朱飞子独自种着两家
的地，照看着八个弟弟妹妹，抚养着一双儿女，
侍候着父母和公婆。日子紧巴巴过着，一年到
头吃不上几顿肉，添不了几件新衣服。后来，朱
飞子粜了粮食，咬咬牙去集市抱回了几头小猪
仔。

随后 10多年里，无论春夏秋冬，朱飞子的
闹钟总是定在清晨 5点，她摸黑起床喂猪、清理
猪圈，给父母公婆做饭，送孩子上学……

吃苦受累不算什么。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难以忍受的是猪圈里臭气熏天、苍蝇乱飞，可朱
飞子天天在里面一待大半天。夏天，她要顶着
40多摄氏度的高温；冬天，她要踩着冰凉的深
筒胶鞋，一个人一锨锨把几十个猪栏里的粪便
污水铲出去。

苦累脏对从小受穷硬捱的朱飞子来说也不
算什么，她最怕的还是猪生病。猪一病，往往就
是一圈。曾几次，她看着整圈的猪病病恹恹，心
急如焚无计可施。

只上过初中二年级的朱飞子有倔劲儿。她

买来书和光碟，自己学会了配饲料、打疫苗，甚
至给母猪接生。硬是把自己从大字不识几个的
农妇变成了养猪“土专家”……

一双儿女小的时候，她常带着他们睡在猪
圈里。丈夫回来时看着心疼，责怪她：“娃子咋
能睡猪圈里？”她无奈地笑笑：“猪圈里长大的娃
儿结实！”

10多年 4000多个日夜，朱飞子添了白发，
增了皱纹，也收获硕果。靠着吃苦耐劳，她成了
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目前，她的家庭养猪场
常年存栏母猪十几头，生猪 100 多头，光景好
时，年收入20多万元……

养猪“如火如荼”，扶贫干部程玉国来了，不
下50次“巴结”着想让她搞种植，让朱飞子如何
不心存顾虑？如何不考虑一些“好心人”的劝
说：自己家日子红火就行了，管别人图啥呢？说
不定还出力不讨好呢！

阳光在前头

“一家富不算富，得让大家都富裕起来。”今
天的朱飞子有着这样的觉悟。她说，她是在苦
水里泡大的，深知穷人不易。她更知道，人只要
有志气，就一定能改变生活。

2016 年当年，朱飞子决定当一个“领头
雁”时，在外打工的丈夫也回到了村里。在程
玉国的鼓动下，他领头成立了一个种植专业
合作社，担起了收购、外销全村红薯、中药材
的职责。

“鼓励是必须的。”程玉国说，当他把朱飞
子夫妇确定为致富带头人后，他常带着村干
部、朱飞子夫妻和一些贫困户到外省考察蔬菜
大棚和中药材种植项目。回到村里后，他们轮
流去贫困户家里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跑腿磨
嘴去努力说服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农民改种经
济作物。

为减轻贫困户负担，朱飞子夫妇还自掏腰
包买来中药材幼苗免费供给贫困户。而且，在
朱飞子动员下，村里几家贫困户还跟她一起养

起了猪。
去年冬天一个大半夜，朱飞子家的大门

被敲得山响。她披上棉袄急忙起来，才知道
是一个贫困户家的母猪难产。二话不说，朱
飞子匆忙赶了过去。看着手足无措急红了眼
的贫困户，情急之下，朱飞子半跪着，把胳膊
伸进猪肚子里往外掏，十个手指头都被咬得
血肉模糊。就这样，她硬是把十几头小猪一
只只掏了出来……

今年初，程玉国又带着朱飞子等人远赴安
徽考察京菊种植项目。当朱家沟村对口帮扶
的解放军某部拨出专款购买花苗，免费发放给
贫困户后，朱飞子毫不迟疑，自己也种了 20多
亩花田，同时，她还流转来 100 多亩地种起了
红薯……“我这么做，一方面是想给村里观望犹
豫的群众起个带头作用，一方面还能让贫困户
来我流转的地里干活增加点儿收入。”朱飞子
说，现在经常有几十个留守老人来她流转的土
地里干活儿，“他们每天能收入几十块，还不耽
误自己种地。”

“把朱飞子树为致富典型，就是想形成示范
效应，引导、影响贫困户。”程玉国说，别看朱飞
子是 80后年轻人，现在在村里“很有话语权”，
大伙儿都相信她，乐意跟着她干。前不久，他和
朱飞子还谋划起了在河里养鹅的事儿，“这又是
个让村里贫困户富起来的路子。”

朱家沟村边，有一条奔流不息上千年的
运粮河。小河静静流淌着，开着拖拉机从河
边走过时，年轻的朱飞子轻声哼唱起了她从
小就喜欢的《马兰花》——“马兰花，马兰花，
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现在
就开花……”

拖拉机的车斗里，装着几大塑胶袋京菊干
花——这是朱飞子和几个贫困户辛勤劳动的收
获，也是今年最后一批要交付给药商的干菊。

“不等不靠，不放弃，不抱怨。只要肯干，好
光景肯定在前头。”稳稳扶着手扶拖拉机的把
手，朱飞子迎着阳光，那曾经坎坷的路，在她眼
前越来越平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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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驻村帮扶干部一个是驻村帮扶干部，，一个是一个是 8080 后女致富带头人后女致富带头人。。

在在““智智”“”“志志””双扶的脱贫攻坚战中双扶的脱贫攻坚战中，，他们共话养殖他们共话养殖，，共谋种共谋种

植植，，带领村里的贫困乡亲辛勤耕耘带领村里的贫困乡亲辛勤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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