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第 1 版冤应该讨论袁应该决定袁应
该实行袁应该检查遥 要使广大群众认识
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袁是和他们呼
吸相通的遥 冶84年前的表达与今天竟然
如此相像袁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从未改变浴

在各部委旧址的陈列室里徜徉袁苏
维埃政府关心群众生活尧为人民谋幸福
的生动实践让人亲切而感动院3 根木头
架起的桥太不安全袁 干部扛来木头袁加
宽至 7 根曰百姓生了疥疮袁干部采来草
药帮他们治袁 还教他们把衣物洗净尧蒸
煮尧暴晒曰为了帮助百姓发展生产袁组建
了耕田队尧劳动互助社尧犁牛合作社曰为
了解决群众穿衣问题袁号召群众多种棉
花曰为解决食盐奇缺的困难袁苏维埃政
府一方面想尽办法从国民党统治区购
盐袁一方面发动群众用老墙土熬制硝盐
噎噎在 1931年 9月 27日发布的 叶江西
省苏维埃政府第七号布告曳上袁我们看
到了这样的表述院野先将没有完全烧毁
的房屋赶快修盖起来噎噎没有房屋住
的群众袁 由政府暂时安置于存留房屋
中袁 以免一部分群众因露宿而生疾病
噎噎冶 这是贴心贴肺的温暖尧 真心实意
的惦记遥

苏维埃的实践仿佛是今天脱贫攻
坚的教科书袁而那段历史又是瑞金脱贫
攻坚的催征战鼓遥

作为著名的红色故都尧共和国的摇
篮袁瑞金每一寸土地的颜色都暗合了历
史的野红冶袁而它的红壤上袁也生长着令
人揪心的野穷冶遥

叶坪乡黄沙村华屋是一个著名的
红军村遥 苏区时期袁华屋家家都有人参
加革命遥 在红军战略转移前夕袁17位红
军队伍上的华屋后生回到家乡袁按照客
家人的习俗在祠堂后山的蛤蟆岭上种
下了 17棵松树遥 17位好后生一去不回遥
80多年过去了袁他们种下的松树却长得
高大挺拔尧郁郁苍苍袁那是他们对革命
不屈的信念袁也是他们对故乡难舍的深
情遥

2012年 4月袁 国务院 42个部委组
成的联合调研组深入赣南苏区实地调
研遥 走进这个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
村庄时袁眼前的情景让他们震惊院泥泞
狭窄的道路尧老旧破落的土坯房袁整个
村庄看不到像样的家用电器袁村民用的
是土灶台袁喝的是泥塘水袁没有一家有
厕所遥 一些村民甚至过着野柴当枕尧盖蓑
衣尧露天浴冶的日子遥

80多岁的华从祈是红军后代袁蛤蟆
岭上 17棵松树的主人中就有他的父亲
和伯父遥 调研组来到他家袁两间半土坯
房袁屋外下雨屋内漏袁破床顶上还盖着
塑料布遥 老人说袁自从孩子们结婚成家
后袁30多年了袁 家里从来没有吃过一顿
团圆饭要要要房子太小袁住不下噎噎调研
组组长尧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杜鹰
哽咽了院野我们欠了老区人民的债浴 冶两
个月后袁叶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
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曳 正式出
台遥

泽覃乡希平村是瑞金第一任县委
书记邓希平的家乡遥 1926年袁邓希平与
刘忠恩尧谢仁鹤一道在这里创办了醒群
小学袁后来袁又在这里组织农会尧发展党
组织袁并成功领导了安治暴动袁打响了
瑞金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第一枪遥

然而袁它的红让人有多崇敬袁它的
穷就让人有多辛酸遥 2016年清明袁市委
书记许锐来到希平村给邓希平烈士扫
墓遥 村庄里的情景让他心情沉重院村民
都住在破旧的土坯房里袁 村里污水横
流袁田里长满了杂草遥 邓希平烈士的过
继子邓思明 80多岁了袁患有高血压尧冠
心病袁老伴又罹患癌症遥 老两口守着一

个四壁漏风尧屋顶漏雨的家袁满脸愁苦
噎噎那天袁许锐在邓希平烈士的墓前肃
立了很久袁他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这样的
画面院醒群小学的课堂上袁年轻的邓希
平在教学生们唱叶国际歌曳遥 有孩子问院
野先生袁什么是耶英特纳雄耐尔爷钥 冶邓希
平说院野耶英特纳雄耐尔爷 就是让老百姓
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浴 冶为了野让老百姓都
过上幸福的生活冶袁 烈士献出了自己的
生命遥可是袁80多年后的今天袁烈士的家
乡尧烈士的亲人还生活在贫穷当中遥 回
到办公室袁许锐请人制作了一块铭牌放
在办公桌上袁朝外的一面写着野请先谈
脱贫攻坚工作冶袁冲自己的一面写着野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冶袁 以此时刻提醒自
己也提醒全市干部院脱贫攻坚袁瑞金等
不起浴

野日着草鞋干革命袁 夜打灯笼
访贫农遥 冶苏区干部好作风正是瑞
金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法宝

在瑞金干部的口中袁野压实冶是一个
高频词袁野压实责任冶野压实作风冶噎噎
野压冶的动力袁一方面来源于一级一级的
压力传导院考核尧评比尧流动现场会等
等袁野逼冶着大家铆足了劲来干袁谁也不
敢懈怠曰另一方面更来源于深藏于心的
那份使命感要要要他们都是红都瑞金的
干部浴 谁也不甘懈怠遥

拔英乡是烈士曾拔英的家乡袁位于
瑞金市东南袁山大沟深袁交通极其不便遥
以前到拔英袁汽车后备箱里一定要备锄
头和高筒套靴要要要路太破袁不时要停下
来修修遥 从乡里再往村里去袁就只能靠
双脚了遥 因为交通的制约袁拔英的基础
设施建设尧村庄面貌尧公共服务等野欠
账冶太多遥 2015年以前袁这里的贫困发生
率高达 19.3%遥

这样的贫该怎么脱钥 这个问题一直
困扰着乡党委书记刘小林遥 2017年 4月
17日袁市里每月一次的脱贫攻坚流动现
场会上袁拔英乡的大富村排名垫底遥 按
规定袁作为党委书记袁刘小林要作野表态
发言冶遥 那个晚上袁他一夜没睡遥 历史原
因尧 自然原因都不能成为贫穷的借口袁
条件差更要干浴 第二天的野表态发言冶袁
他放出野豪言冶院脱贫路上袁拔英决不掉
队袁我们要拼一把浴

从那以后袁他带着全乡干部开启了
野拼冶的模式遥 下村组调研袁到农户家走
访遥 了解村情尧了解组情尧了解每一户老
百姓的具体情况和诉求遥 一组一组尧一
户一户地访过来袁 脱贫的思路就出来
了院不照搬照抄袁不搞野高大上冶袁实事求
是袁因地制宜袁因村施策尧因组施策尧因
户施策遥

当年那群着草鞋尧 打灯笼的干部袁
也是这样一户户走袁一家家访的遥 哪家
缺盐缺米袁哪家劳力困难袁哪家媳妇要
生小孩袁需要红糖新衣袁他们心中都有
数袁而且总是想尽办法帮助解决遥 就是
凭着这样的工作作风袁张英桂尧谢益清
等烈士在这片土地上意气风发地开展
工作院组织生产尧筹款备粮尧运输护送袁
还发动了 47名青壮年参加红军遥

野日进万户访民情袁 夜晚开会到天
明遥 冶这是今天瑞金扶贫干部的写照遥每
个决策尧每个方案出台前袁他们都要上
门入户袁反复与村民沟通袁征求意见袁然
后根据群众的意见不断修改袁直到意见
统一遥 他们说袁从苏区干部那里学来的
工作方法太灵了袁关心群众尧相信群众尧
依靠群众尧发动群众袁做群众满意的事袁
就能得到群众的支持遥

邱坑村是拔英最边远尧 最贫困的
村袁村民大部分过着候鸟式的生活要要要
生产在山上袁生活在山外遥 在村庄里常

住的人少袁村子就越来越破败遥
拔英乡的人大主席王瑞生在邱坑

驻村快两年了遥 刚进村时袁他说什么村
民都不理尧不信遥 他就在村里住下来袁每
天去村民家聊天袁跟他们一块儿干活遥68
岁的刘世发老人耳朵听不见袁生活非常
不方便袁王瑞生每天都上门照顾袁老人
缺了什么袁他记下来袁回乡里时给他捎
回来遥 有一天袁老人把自己领低保金的
存折塞到他手里袁比划着说院放在你那
里保管袁我放心遥 刘立召老人身体不好袁
儿子刘诚发牵挂父亲袁在外面打工总是
不安心袁三天两头往家里跑遥 王瑞生打
电话给小刘说袁你安心工作袁老人有我
呢遥 小刘将信将疑袁往家里打电话袁父亲
声音很爽朗院比你照顾得贴心多了浴 现
在小刘不再经常往家跑了袁他说袁没想
到袁干部像儿子一样亲遥 现在袁王瑞生在
村里可谓野一呼百应冶遥 村民们说院他就
是我们的亲人呀袁不信他还能信谁钥

融洽了干群关系袁 锻炼了干部袁瑞
金市委组织部部长潘少平说袁脱贫攻坚
有这样的收获是他没有想到的遥

2018年 8月 16日袁 希平村党支部
换届选举袁肖季炀全票当选村党支部书
记遥 肖季炀是泽覃乡人大副主席袁2016
年 7月县乡班子换届袁由叶坪乡调到了
泽覃乡遥 上任第一天袁就接到了驻希平
村的任务遥在这 700多天里袁他眼看着一
个凌乱破败的村庄变得整齐干净袁眼看
着撂荒的田地里种上了大棚蔬菜袁种上
了猕猴桃尧鹰嘴桃袁眼看着乡亲们紧锁
的眉头舒展开来噎噎而这一切的变化袁
他不仅是见证者袁 更是深度参与者院调
查谈心尧收集意见尧说服解释袁找项目尧
找资金尧搞建设袁送米送油尧送医送药尧
嘘寒问暖噎噎这个过程中袁他自然地变
成了村民的子侄尧兄弟尧叔伯袁而乡亲们
也把他当成了亲人遥 他体会到了一个基
层干部的价值和荣光遥

苏区群众的血性尧 忠诚尧无
畏尧坚忍尧深明大义噎噎总是让人
心生崇敬遥 这种精神已经深入血
脉袁成为基因

文献中尧影视里尧舞台上袁苏区群众
总是给我们别样的感动院她们把自己的
儿子尧丈夫送进红军队伍袁他们把自己
仅有的粮食送给红军袁他们为了掩护红
军的孩子袁眼看着自己的骨肉被敌人枪
杀噎噎党史专家告诉我们袁 苏区时期袁
瑞金百姓自愿认购战争国债 77.3万元袁
支援粮食 25万担袁捐献银器 22万多两遥
为了把头饰上的银子捐给红军袁妇女们
纷纷剪掉长头发噎噎

今天我们在红都寻访袁这种感动仍
在延续遥

我们来到黄柏乡龙湖村的时候袁邓
大庆正在他的脐橙园里干活袁陪同的干
部调侃他起得比太阳早睡得比月亮晚遥
他一边放下手上的工具袁一边指着已是
硕果累累的脐橙园说院野没办法袁果子在
催我哩浴 冶

老邓是个有志气也有想法的农民袁
前些年他先种榨汁脐橙袁后来又改种青
梅袁 本想着闯出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袁
可是没想到亏了 20多万元遥 祸不单行袁
从 2006年起袁 他的双侧股骨头先后坏
死袁 2011 年袁眼睛又受伤袁那时孩子还
在读大学遥 接二连三的灾难袁不仅花光
了家中所有积蓄袁还欠下了 17万元的债
务遥

尽管自己从来不说袁可是他的困难
村里的干部和乡亲还是了解到了遥 县农
技站专家多次上门袁给他分析失败的原
因袁建议他改种脐橙袁他接受了遥 可是村
里把他评为贫困户袁他发火了院我爷爷

是苏区干部袁我父亲是共产党员尧土改时
期的干部袁我自己也是一名老党员袁怎么
能当贫困户袁拿国家救济钥 这不是给共
产党丢脸吗浴 他坚决要把这个野贫困户冶
退回去遥 干部耐心地劝他院大家评你为
贫困户是实事求是的遥 不想给共产党丢
脸就好好干袁争取早日脱贫浴

冲着野不想给共产党丢脸就好好干冶
这句话袁他豁出去了袁没日没夜地在果园
里忙遥邻居说院野经常我们都上床睡觉了袁
他才从果园回来遥 冶土地是最深情也最
诚实的遥 2012年袁邓大庆种下了 800多
株脐橙袁2014年第一批挂果就卖了 3万
多元袁2015年又卖了 6万多元袁 邓大庆
脱贫了遥 之后他一鼓作气袁分别在 2016
年尧2017年扩种了 600多株脐橙袁 收入
连年翻番遥

他领着我们去看他的脐橙院野前年这
个时候袁 总理也是站在这里看我的脐橙袁
他竖着大拇指给我点赞呢遥 冶野贫穷不可
怕袁 我们完全可以打败它浴 没有路就去
闯浴冶阳光下袁老邓野金句冶不断袁笑容灿烂遥

拔英乡大富村珠长洞小组的后山上
翠竹幽深袁那里面藏着一个有趣的竹林
鸡舍遥 鸡舍并不稀奇袁稀奇的是鸡袁白天
满山跑着觅食袁吃饱了随便找个草窠袁闲
闲地下个蛋袁晚上飞上竹梢树巅袁睡个
野高大上冶的觉噎噎在这片竹林里袁诗意
地栖居着近 6万羽鸡袁它们的野家长冶叫
邱新发遥

邱新发是个能人袁 早年在外务工袁
2008年回到家乡遥 这些年袁他带领村民
修通了长达 4公里的连接村道和竹山的
林区公路袁还种了数千亩杉尧松和毛竹遥

2010年袁邱新发萌发了林下养鸡的
想法遥 学习尧摸索了一年袁他就掌握了养
殖尧防疫等关键技术遥 2011年袁他建起了
8栋鸡舍袁开始了规模养殖遥 他发现袁这
项产业投入不高尧见效很快尧市场广阔袁
而且不会破坏环境袁非常适合拔英遥 于
是袁他来到贫困户家中袁给他们讲林下养
鸡的好处袁还给他们一笔一笔算投入产
出账袁并承诺提供技术帮扶和销售帮助遥
贫困户邱寿发一听就动心了袁可他没有
场地遥 邱新发立刻把自己家的林地免费
提供给他袁还帮助他规划设计鸡场遥 现
在袁邱寿发养了蛋鸡 300余羽袁每天捡的
蛋在微信上卖袁供不应求曰石公坑小组贫
困户谢芳燃也想养蛋鸡袁邱新发帮他选
好场地尧选好种苗袁还把育苗的事包揽下
来遥 现在袁谢芳燃养了 600多羽蛋鸡袁月
收入 3000余元遥

2017年袁 邱新发成立了瑞金市拔
英乡林珍种养专业合作社袁吸纳农户 15
户袁其中贫困户 5户遥
采访中我们注意到邱新发胸前别着

一枚党徽袁问院野你有佩戴党徽的习惯钥 冶
他低下头袁神情严肃地抚了抚院野每天出
门前袁我都会把它别在胸前遥 冶他说院野以
前并没有觉得党员的身份有什么不一样
的意义遥 这些年袁看着身边的党员干部
为了老百姓脱贫的事袁那么拼命袁作为一
名新党员袁我真是感动了遥 世上还有谁
会把别人过日子的事情看得比自家的日
子更重要呢钥 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吧浴 冶

脱贫有目标袁 幸福却没有终
点遥 如今红都人又有了新时代的
新梦想

在拔英的山里穿行袁车行平稳袁让我
们得以专注于车窗外的美景遥 与别处不
同袁这里的美景让我们有更多的遐想院那
一处鹭鸟翩飞的竹林里藏着什么呢钥鸡钥
蜜蜂钥 那云雾下面袁可是种着珍贵的药
材钥 拔英的脱贫产业都围绕着一座山做
文章袁于是袁这山的美在我们心里又有了
不一样的成色遥 渊下转第 7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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