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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光 不 负 追 梦

人。过去的一年是不

平凡的一年。无数普

通人的故事值得喝

彩，无数普通人的奋

斗值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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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和镜头交给这些默

默奋斗的普通人，让

他们书写记录自己身

边的感动，用朴实真

挚的笔触描绘出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抒发

每个人身上那股了不

起的奋进力量。6

□本报通讯员 乔连军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风调雨顺，种好田、多打
粮。现在气温回升，及时给麦苗浇返青水，有利于
麦苗发根增产。”商水县张庄镇南陵村种粮大户邱
守先一边观察自动喷水设备浇水，一边向笔者说
新年愿望。大年初三，人们都在忙着走亲访友，而
邱守先却在田间利用几百个自动喷水设备给麦苗
浇水，期盼今年有个好收成了。

今年53岁的邱守先，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曾
外出打过工，当过村干部和农田建设工程包工头，虽
然很辛苦，也没有挣到多少钱。多年的辛苦经历让
他感受到，农民还是种田更踏实，他想当种粮大户。
但是，他所在的南陵村是商水县“五湖十八坡”中的
一个大坡，2万亩地一眼望不到边，由于缺路少井，农
田基础设施差，旱不能浇、涝不能排。加上流转土地
租金高、农资价钱高，耕地、播种费用高，种地基本不
赚钱。所以，邱守先就一直没敢流转土地。

2019年，商水县投资了 1.5亿元，在张庄镇创
建了3.5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了物联网控
制中心、田间气象站、土壤墒情监测站、病虫害防
治监测站，安装了固定式自动喷灌设备、物联网监
控设备、人工降雨设备，配备了植保无人机，并将
田间所有道路修成水泥路，所有沟渠进行开挖铺
设砌衬，所有机井进行配套。

邱守先抓住这一良好机会，以每亩1000元租

金一下子在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流转土地 2100
亩。还成立了合作社，购买各种大型机械 20 多
台，决心在高标准农田园区干出一番大事业。

在流转土地过程中，由于牵涉农户多、问题
多，邱守先付出不少精力和辛苦，一个多月的时间
都是和驻村干部陈庆伟一起走东家、串西家，一户
一户做工作签合同，一家一家解难题量土地，几乎
没有吃过一顿应时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辛勤耕耘获得粮食大丰收。去年，他种的
2100亩小麦和玉米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小
麦平均亩产1300斤，玉米平均亩产1400斤。

“以前，用普通机器和喷灌机浇地，浇 1亩地
一次租工费、成本费 80元，而现在利用智能自动
喷水设备每天可浇地500多亩，浇一亩地只用4元
的电费，仅此一项，一年就省 50多万元；麦种、玉
米种由政府免费提供，种子费又节省 30多万元；
玉米秸秆粉碎和小麦秸秆打捆，政府每亩补贴 20
元，小麦秸秆每亩地销售收入 60元，仅秸秆一项
又收入20多万元。”邱守先跟笔者算收入账。

“如果有粮仓，我的收入将更多。去年种地没
有资金建仓库，打下的粮食都放在地头晒场里，为
了防备阴雨天气粮食受潮变质就及时把粮食卖掉
了。而后期，粮食价格都会涨高，所以就受到损
失。今年最大的愿望是建好仓储。目前，镇政府和
县农业局正在想法帮助我解决仓储难题。”邱守先
跟笔者谈到新年愿望时信心十足。6

□本报通讯员 吴贤德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来郑州 20多年了，郑州
从我当初来时，骑辆自行车大半天就可以转个遍
的小城市，如今变成开着小汽车两三天也难转完，
高楼林立绿树成荫的大都市，看着郑州日新月异
的变化，作为郑州市一员心里美滋滋的。

郑州的变化有多大？笔者以所居住的绿云小区
为例说说，绿云小区是个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
郑州市第一个标准化小区，由于建设时间长和年久
失修，昔日的标准化小区，成了一个绿化带沦为私人
小菜园，小区到处垃圾遍地，大门两边人行道成为烧
烤摊、菜摊，刮风天垃圾满天飞，阴雨天污水横流，成
了又脏又乱又差的小区。一些居民纷纷向政府和媒
体举报投诉，多次被《人民日报》《大河报》《河南商
报》等新闻媒体曝光。一些居民宁愿低价把房子卖
掉，花高价到别处购房搬出绿云小区。别处老旧小
区房价在上涨，而绿云小区的房价却在下跌。

2018年，绿云小区终于迎来了政府对老旧小
区改造的曙光，绿云小区幸运成为二七区政府第
一批进行改造的老旧小区，工程队进入小区时，大
多小区居民仍然不相信。当见到一块块小菜园被
铲掉，一条条坑坑洼洼路被铺平和死亡树被挖掉，
烧烤摊、菜摊搬走了，小区居民才相信政府对绿云
小区改造是动真格的。

2019 年，经过改造的绿云小区焕发勃勃生

机，过去的菜园地变成了小花园，坑坑洼洼砖渣
路，变成了平平坦坦水泥路，歪歪倒倒的树木，换
成一排排香樟、樱花、月季等名贵树，绿云小区成
为鸟语花香的小区。不少婚纱摄影店带着新人来
到小区取景拍照，绿云小区从一个破旧老小区，一
下变成郑州的网红小区。

看着绿云小区的巨大变化，中房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朱兰英感慨地说，绿云小区物业费，
虽然是郑州市最便宜的，每平米只有三毛八分钱，
小区未改造前，就连这三毛八分钱也收不上来，物
业公司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小区改造好了，三毛
八分钱的物业费不但好收了，一些居民还主动要
求把物业费涨一涨。

菜园变花园，垃圾站变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闲置多年布满灰尘的老旧房屋，变成日间照料养老
中心、爱心超市、图书阅览室、娱乐室、书画室，过去
凸凹不平的小广场，变成了塑胶羽毛球场……

旧貌变新颜，绿云小区的巨变，也引起中央电
视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关注，小
区迎来一批又一批来自河南各地和省外的参观学
习人员。

环境变美了，房价上涨了，看到昔日又脏又乱
又差满目疮痍破破烂烂的小区，变成如今绿树成
荫、鲜花盛开的花园小区，当初低价卖房搬出绿云
小区的居民后悔莫及，如果没有政府对老旧小区
的改造，就没有绿云小区的今天。6

□本报通讯员 赵梦梦

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2021年是我们
村道路改造后，走着水泥路回家过的第一个春
节。这对于项城市范集镇路口行政村马相庄自然
村的全体村民来说，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道路
平坦了，出行方便了，大家的心情随之舒畅了。

一进到村口，人们看到的是4米多宽的水泥道
路宽阔平整，一直通向村里，各家各户门口挂起了红
红火火的大灯笼。四处串门拜年的村里的老人、小
孩脸上带着阳光般的笑容。虽说天气依然寒冷，但
这仍然影响不了大家过年的热闹气氛，村民们在一
起打招呼、聊家常。特别是晚上吃过饭，不少村民在
村里宽敞的水泥路上开启了丰富的“夜生活”。在新
安装的LED太阳能路灯的照射下，村里的夜晚像白
天一样明亮和热闹，有的村民还自己买了音响，组织
喜欢跳舞的村民像城市居民一样跳起了广场舞，他
们跳得、扭得丝毫不比城市跳舞的叔叔、阿姨差。孩
子们在灯光下追逐嬉戏，欢声笑语不断。

道路宽阔、明亮了，年龄大的爷爷奶奶们也有
了他们自己锻炼身体的方式，三三两两地在村里
的道路上散散步、聊聊天，好不惬意。

而就在不久前，马相庄村的道路还是另外一
个模样，是村里人心头的一桩“烦恼事”。以前的

道路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泥巴路，道路上长满
野草，虫子漫天飞。晴天的时候道路上尘土飞扬，
行人走过鞋上都是厚厚的尘土，而到了雨雪天气，
道路就成了“大泥潭”，更是寸步难行。路面上大
坑套着小坑，积水都能没过脚踝，小汽车经常在路
上磕碰到地盘，趴窝到水坑里。农用车辆也是经
常被陷到泥坑里动弹不得。最受苦的是那些腿脚
不便的留守老人和天天上学的孩子们，每年都有
不少人在泥泞的路面上摔倒受伤。

一条路改变一个村庄，一条路造福一方百
姓。现在马相庄村的生活也不比城市差，道路宽
阔平坦，夜里有路灯出行也非常方便。今年过年，
村民家里买小汽车的明显多了不少。一户刚买了
新车的村民告诉笔者，以前有车也进不了村，现在
这么宽敞的水泥路，一口气能给车开到家门口，方
便太多了。过年期间，村里出门走亲访友的私家
车川流不息，甚至还在村头有堵车的情况发生。

对比一下过去，现在的生活想都不敢想，好像
做梦似的。有句歌词唱得好，好像一场游戏一场
梦，不过现在这梦境已经实现了，而且就活生生地
展现在人们眼前。道路改造好了，村民的生活幸
福指数也大大提高了；农民心里开心得乐开花，过
上了吃穿不愁的小康生活，在奔向致富的道路上
干劲更足了。6

□本报通讯员 郑伟皎

今年的春节，架子沟村的村民们格外高兴。
因为，村子不仅脱贫了，而且村容村貌大变样。

架子沟是荥阳市西南一个不起眼的穷山沟，
原属省级贫困村，共有两千来口人，一千多亩地。

春节前夕，村委会两层小楼的楼顶，国旗飘
扬，电子显示屏里播放着疫情防控标语，院子里人
来人往，村委后边的新建小区里，道路整洁，小区
通了燃气、网络，开通了电梯，国家为建档立卡户
发放的空调、电暖气正在发挥作用，家家张灯结彩
准备过年。晚上，小区里路灯明亮，小区的文化广
场上，散步的、跳广场舞的比比皆是，整个村子呈
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以前，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七道沟八
面坡，出门下地真难过，说起架子沟，人人直摇
头”——这是架子沟人自己的说法。外出打工，近
的到巩义米河镇，远的全国各地到处跑，一年下来
也挣不到几个钱。有病有残疾的，在家吃了上顿
愁下顿。村委会破破烂烂，门可罗雀。斗小牌、说
闲话、喝喝酒，是农闲时节架子沟人的业余生活。

2014年 5月份，郑州市派驻了群众工作队，市
交通局的转业军人杨林来到了架子沟，第二年又
担任了驻村第一书记。破破烂烂的农舍，落后的
精神面貌，贫苦的乡亲，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场景震
惊了他。

要想富，先修路。杨林向郑州市交通局领导
反映后，郑州市交通局帮助村里修了2.8公里的生
产道路，杨林他们协调各方，又修了 4 公里的道
路，路通了，车能进来了，6家公司和个体户进驻村
里，流转了 1300多亩土地，每年吸纳劳动力 180
多个，除了每年100多万元的地租外，还为群众增
加工资收入100多万元。

从 2014年到 2021年，他们帮助村里修路 6.8
公里，打机井1口，修建蓄水池3座，建造阳光大棚
2000平方米，冷库2个，引进企业6家，成立了6个
农业合作社，重点扶持了 7家养殖户养殖蛋鸡、鸽
子、孔雀、土猪、山羊等。村里成立了劳务公司，在
交通局的帮助下，在公路建设工地开展业务。村
里集体收入也达到了 13万多元。为了提高村里
的精神文明素养，工作队又利用第一书记专项扶
贫资金为村里建起了卫生室、老年活动中心，协调
妇联筹资 18万元建设了儿童之家，筹资 60多万
元，帮助村里购置了大型拖拉机、豆腐生产线，铺
设了4.8公里的饮水管道，交通局帮助购买的无塔
供水器 24小时保持供水。为了解决村里孤寡老
人的集中供养问题，郑州市交通局系统又为村里
捐款110万元，建造了老年公寓。

村党支部年年被评为先进，脱贫攻坚工作屡获
表扬，杨林个人也被评为河南省优秀驻村第一书记、
获得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年底驻村工作结束，乡亲
们硬是拉着他不让走，送的表扬信锦旗一大堆。6

□本报通讯员 崔洁

正月初一，天还没大亮。沈丘县白集镇苗营
村，村民苗前进早早起床，出门挨家挨户给长辈拜
年。“路抬高了，更平整了，再也不担心下雨积水
了。”老苗感慨说，家门口这条路修好后，群众的心
气也顺了。

事情要从去年 10月县委第三巡察组入驻苗
营村说起。“俺村街道路面总是积水，实在是影响
出门儿，你们能不能管管？”没等巡察组真正安顿
下来，老苗快人快语，第一时间跑过去反映问题。

巡察组组员马上到路边实地查看，真像老苗
说的那样，下过雨已经一周了，路面上还有不少积
水。经询问村民得知，这条水泥路修建于 2014
年，当时把路修在了低洼处，后来周边的村民建房
抬高房屋地基，一到下雨天，院子和路面的雨水都
往路西边的庄稼地流，村民怕淹了庄稼，便自行在
地头堆土隔断水源，这才导致路面下雨积水，影响
村民出行。

“对群众的烦心事，绝不能搁置撂挑子。”巡察
组对全村“积水路”进行实地丈量统计，然后向县
里汇报，与县扶贫办沟通，争取修路资金 50余万
元。到 2020年 12月份，总长 1000多米的 3段积
水路全部抬高，并设计了排水口。

“过去的闹心路，如今修成了便民路。不管下

雨大小，都不耽误机械进农田。”老苗说，修路为群
众出行和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样的实事，村
民没有不夸的”。

路平整了，可路两边散落的垃圾、堆放的草
垛，还有年久失修的露天旱厕，直接影响着群众的
幸福感。大伙儿聚在一块时，村干部提议：自己动
手、美化环境。对公共场所、垃圾收集点、露天厕
所进行集中清扫；给每家每户发一个垃圾桶，由村
民对垃圾完成分类后，再集中起来进行密闭清运，
做到日产日清。

为了让大家都积极参与到村居环境整治中，
村里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阵地作用，发动党
员干部上门宣传，带头示范，激发群众参与环境整
治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了群众的环保意识。

过年时，返乡的村民都夸“村子干净了”。村
民们感同身受，对环境整治的支持度更高了。有
的村民除了完成垃圾分类、房前屋后清洁等“规定
动作”外，还搞起了“自选动作”，在自家庭院里种
上花草或蔬菜，美化环境。

“特别是村里的旱厕全部改成了水冲式厕所
后，空气清新了，人的心情也好了！”老苗说，他期
望牛年有更多的惠农政策落地，不断完善农村交
通运输、农田水利、农村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继
续整治乡村环境，让农民得实惠，让农村更宜
居。6

□本报通讯员 封德

早春二月的八百里伏牛山柳芽初萌，繁花点
缀，到处孕育着生机。

早饭后，迎着初升的暖阳，西峡县阳城镇茧场
村“90后”青年贾书豪和往日一样，手拄双拐，蹒跚
着从家里走向位于屋后杨树林的养鸡场。一段
300米的水泥路，他足足用了20分钟。

当贾书豪一进入鸡场，整个养鸡场沸腾起来
了，鸡仔的进食声、争斗声响成一团。站在一旁的
贾书豪脸上绽开舒心的笑容。“真没想到，我这个
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会站起来，更没想到我还能自
食其力脱贫致富！”贾书豪说。

贾书豪原本拥有一个平凡幸福的家庭，2016
年 7月 14日中午，在工地施工的贾书豪突遭意外，
从 5楼重重坠落。2016年 10月 15日，在重症室
治疗 3个月后，贾书豪被送回到了家中，完全失去
了自理能力。

后来，他让父亲在房梁上安装了一个滑轮，
把两条腿用绳子吊起，通过双手拉动吊绳，迫使
双腿伸曲，每天锻炼数千次。4 个月以后，原本
僵硬的双腿渐渐能够伸曲，他也能慢慢依靠轮
椅出行……学会使用双拐之后，贾书豪的行动
就方便多了，能独自到香菇大棚里帮父母干点
小活儿。

之后，他觉得光干这不行，要想办法自己挣
钱。后来，他了解到云南一位朋友通过发展散养
柴鸡项目，积累收入 50多万元。之后，贾书豪暗
暗下定决心，走出一条自己的创业路。

“阳城养鸡专业户也不少，我几乎都跑遍了。”
贾书豪介绍说，为出行方便，他买了电动小三轮，
每天去养鸡专业户贾二峰家探讨场地选择、养殖
规模、市场销路、防疫技术等。

在贾书豪的精心喂养下，头茬 900多只柴鸡
羽翼丰满、毛色靓丽、肉质鲜美。2019年 8月，柴
鸡销售一空，贾书豪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又
扩大养殖规模，二茬养鸡 1.3万多只，2020年 1月
疫情暴发前全部售空。

精准扶贫开始后，认识的、不认识的各级党员
干部纷纷到家里帮助，让贾书豪切实感受到了党
的温暖。很是感动的他于是决定加入中国共产
党。2019年 9月，贾书豪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并于 2020年 6月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在
2020年 11月进行的村“两委”换届选举中，他又高
票当选为村委会委员。

贾书豪表示，新的一年，他要利用当地牧草丰
富的优势，发展优质品种山羊 30只；继续发挥自
身懂电脑、知识面广等特长，积极参与村委工作，
配合村“两委”班子的工作，带领全村群众共同致
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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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愿望是建好仓储

绿云小区今昔

走水泥路的第一个春节

架子沟村大变样

心气更顺了

脱贫致富路上不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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