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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共青精神弘扬共青精神
讲述垦荒故事讲述垦荒故事（（二十三二十三））

艰苦创业篇艰苦创业篇

□ 鹤鸣空山

机耕队的垦荒队员在南湖开拖拉机，没
日没夜垦荒辛苦劳累，水田开出来后，其他
男女职工为了抢季节，早出晚归插秧苗同样
辛苦劳累不说，还要时刻对付南湖水田里的
大蚂蟥。

有一种叫牛蟥的更可怕，只要人腿一插进
泥水里，这些牛蟥听着水响就跟了过来，吸在人
腿上，很快就将人腿上的血吸得饱饱的……最
初，垦荒队员不懂，死命用手将吸在腿上的牛蟥
往外拽，不但拽不出来，有时还会拽断，半截牛
蟥就留在腿上的肉里，发炎化脓，只有到医院动
手术治疗才能慢慢康复。

后来，当地农民告诉垦荒队员们诀窍，只要
用手轻轻一拍，血吸得饱饱的牛蟥，便很快缩成
一个圆球状，掉下腿来，但被牛蟥吸过的伤口，

照样血流不止。就这样，一边要对付无处不在
的牛蟥，一边还要抢进度插秧苗，披星戴月，一
天下来，不是腰酸痛得伸不直，就是手麻木得吃
饭时连碗筷都拿不住！

最初垦荒创业的岁月里，垦殖场从上到下，
没有人不吃苦受累，即便是在一般人眼里写写
算算的岗位，也同样辛苦万分。垦荒队员卜景
元，从共青人垦荒创业初期，就担任垦殖场会
计，穷家难当的滋味他体会最深。

垦殖场垦荒创业最艰难时，农业上早、晚稻
收成没有保障，垦殖场只好搞起捕捞队打鱼、搞
起了板鸭厂鼓励职工养鸭，才能弥补农业上的
亏损。养鸭的鸭棚大都分散得很，宰杀鸭子时
没有钱付给各个鸭棚，但为了来年大家的养鸭
积极性，大年三十晚上之前，垦殖场的会计一定

要到各个鸭棚搞年终核算，让大家知道一年辛
苦下来赚了还是亏了，亏了多少，赚了多少，大
家心里明明白白过个年。

为此，每当别人过年都往家里赶时，卜景元
却要从家里往外赶……有一年，为了赶往南昌
方向一个离南湖近百里远的鸭棚搞年终核算，
在大水茫茫的湖面，偏偏船工弄错了方向，白白
走了一天冤枉路不说，到腊月二十九的中午都
没吃上一口饭。核算完账，又从南昌方向朝南
湖方向赶，赶到家中已是大年三十的午夜，昏暗
的媒油灯下，锅灶冰凉，破饭桌上空空如也，妻
子正抱着孩子，眼巴巴等着他带年货回家过年
……卜景元却两手空空、一肚子饥渴！为了让
妻子高兴，他亲自下厨，把家里平日吃的白菜、
萝卜还有几个红辣椒，洗洗切切，下了一大锅面

条，把妻子平日不舍吃的留着过年的几个鸡蛋
全部煎成荷包蛋，给全家一人端上一大碗热气
腾腾的有红有绿面条，上面再盖上一个煎得黄
灿灿的荷包蛋；他边吃边逗家人开心说，吃得饱
饱的晚上睡得香，明天早上他就去买年货，初一
中午一定把年夜饭给补上。

…………
这就是共青人从上到下、从男到女，齐心协

力垦荒创业最感人的场面。也正是这样的艰苦
创业，当年年底，共青人加工了 11 万只腊味板
鸭，出口香港9万只，盈利9万元。蒋仲平首先
将欠发职工已经3个月的工资全部兑现，稳住了
人心，全场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也让大伙看到
了一线生存的希望。

背水一战赚得 9 万元，救活了全场，也引
发了大家对前途和命运的思索，当年的老垦
荒队员们耳畔又响起了耀邦同志看望垦荒队
员时语重心长的话语：“现在中国还很贫穷落
后，我们面前还有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
穷。这两条大河我们还没有闯过去，但我们
一定要闯过去！”

共同闯过“那条河” 诗路花语 ● 袁定培

（（总第总第684684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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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4 岁的苏家垱乡竹林村贫困户郑清
水在扶贫干部的帮扶下，面对困难挫折不气
馁，迎难而上不等靠，脱贫路上不停步，凭借自
己勤劳的双手和脱贫的信心，走出了贫困的

“沼泽地”。
2011 年，55 岁的郑清水被检查出患有肺

癌，在上海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后，身体得到了
一定的好转。但好景不长，2015 年，他又被检
查出患有胃癌，接连两次大手术，不仅给他的
身体带来了极大的消耗，也对并不富裕的家庭
增添了不小的负担。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
断推进，他不仅被纳入精准扶贫对象，还享受
了各项扶贫政策。

病情好转后，他主动要求找点事干，村干部
知道后，给他在村中安排了公益性岗位，对村内
的道路进行保洁。闲暇时间，他还种了些油
菜。在村干部的帮助和自己勤恳劳作下，郑清
水今年种植的17亩油菜获得了丰收，通过扶贫
干部的接力销售，光菜籽油就增收1万余元。“感
谢党和政府的帮助，我有信心，一天比一天好。”
郑清水说。

生 活 变 好 了 ，郑 清 水 也 不 忘 为 村 中 出
力。今年年初，竹林村委在村中发展黑芝麻
种植产业，带动全村 64 名贫困户增收。因种
植的土地较为分散，不方便集中管理，郑清水

听说后，主动联系村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种植
黑芝麻的经验，义务帮助村产业的发展。郑
清水表示，有钱没钱无所谓，党和政府对他这
么支持，做点有用的事也是应该的。“他做得

很好，只要是有需要他就会来。比如，说他经
常过来除杂草、施肥、打农药，都是一把好
手。”村干部郑保平说。

心怀阳光，不等不靠。像郑清水这样积极

向上的贫困户在我市不在少数。脱贫后，郑清
水不忘党恩，每当村中有需要他的时候，他都
会第一时间去帮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感
恩之心。

▲▲ 郑清水在村内道路做保洁郑清水在村内道路做保洁 ▲▲ 郑清水郑清水（（左左））在黑芝麻田里除杂草在黑芝麻田里除杂草

近年来，苏家垱乡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发展
方式，通过大力发展葛根、艾叶等产业，将产业
长远发展与扶贫现实需求结合起来，统一筹划、

稳步推进，促进优势产业规模经营、特色产业适
度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苏家垱乡青山村是我市最大的自然村，几
年前，该村土地利用率低，产业几乎为零。为加
快村中产业，让荒地变成绿地，青山村委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通过引进艾博园艾草种植项目，将
技术推广到村中贫困户和农户，让大家在房前
屋后都可以种植艾草。目前，该村种植艾草218

亩，带动11户贫困户增收，村中农业产业和集体
经济不断增长。“目前收入相对提升了50%左右，
在艾叶产业推广之后，我们预估，可能会再提升
20%左右。在全面推广后，相信整个青山村的农
业产业会进一步提升到更高的层次。”青山村第
一书记查启耀表示。

为做大做强产业，桥浦村也大力开展葛根
产业种植，通过成立葛根种植合作社，组织村党

组干部、贫困户、村民大力开垦出80多亩撂荒的
土地。“通过葛根种植基地，现在吸纳了16户老
百姓来务工，其中有14户是贫困户。我们准备
以点带面的形式来发展葛根产业，通过葛根的
收益情况，鼓励老百姓都来开垦荒山荒地种植
葛根，从而达到满足在家就业务工的需求。”苏
家垱乡桥蒲村第一书记邹时斌说。

下一步，苏家垱乡将继续发挥特色和优势，
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继续壮大黄桃基地、葛
根基地、艾叶基地，延伸绿色产业链。通过大力
培优绿色产业，发挥产业龙头和种植大户带动
作用，快速推进大湖农业产业园项目建设，确保
新创建一个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争创一个省
级现代农业示范园。

苏家垱乡：特色产业助乡村振兴
□杨懿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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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简称“普通高考”）将于7月7日、8日全天和7月
9日上午进行，为期两天半。共青城市考点设在
共青城中学，为给考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休
息和考试环境，确保考试顺利进行，我市就普通
高考期间交通管制、噪音控制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部分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一）管制时间
1、7 月 6 日下午 3：00-5：30，考生看考

场、模拟外语听力试听时间，实行交通管制。
2、7月7日至7月9日上午为考试期间，

从上午8：00-12：00时、下午14：00-17：30实
行交通管制。

（二）管制区域
1、纬九路和育才路红绿灯路口、纬九路和翰

林路红绿灯路口中学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
动车辆通行（考试工作用车和巡视车辆除外）。

2、禁止营运车主将车停放在考点门口和
在考点周边抢拉客源，以免堵塞和妨碍交通。

二、严格控制各种噪音
7月2日-7月9日上午为噪音控制严管期。
1、每天午间 12：00-14：00、夜间 20：00

至次日上午6：00，中心城区所有建筑施工单
位必须停止施工。

2、中心城区的商业活动、居民生活以及娱
乐场所的噪音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3、禁止各种广告宣传车辆在中心城区
用高音喇叭进行广告宣传。

4、7月7日-7月9日上午考试期间，中心
城区各考点及其周边建筑施工单位必须全
部停止施工，各占道早、夜市摊点停止经营，
严格控制噪音声源。

三、禁止考生家长和亲属陪同考生进入考点
上述公告，全市公民和各单位应自觉遵

守，有关部门将依法督查，如发现违反上述
公告内容的行为，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高考期间举报电话：市公安局（110 或
4399008）、市住建局（4357158）、市生态环境
局（4355708）、市城市管理局（4513666）、市考
试院（4357298）。

共青城市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考试公告勤劳甩穷帽 脱贫感党恩
——记“脱贫奋进之星”郑清水

□杨懿 文/图

湖光倒影浸山青湖光倒影浸山青（（崔柳慧崔柳慧//摄摄））

彼开学兮，三月不见，已入秋兮。
彼教学兮，三月不见，已丰收兮。
彼忙碌兮，三月不见，已牵挂兮。
飒飒秋风，吹走夏的炎热，带来秋的清凉。晴

空万里，秋高气爽，我们在美丽的共青城市相遇。

（一）
这是丰收的秋。
我们一行来到桔园，享受丰收的喜悦。可

爱的黄桔挂满枝头，矮小的桔树似乎承受不住，
正盼着我们来解救。桔园主人看到我们，更是
开心满怀。桔子丰收了，当然需要我们这样采
摘的，免去自己采摘，还能立马变现。

一进桔园，见到金黄的桔子就摘，一棵树盯
着不放，挪不动脚。桔园主人叫我往里走，看着
一棵树上那么多，不舍得。其实，里头的更好，
皮薄水分足。同学们嘻嘻哈哈地叫：“这里好
多”“这个好甜”“这一串都是，好看”“今年干旱，
这桔子还水分足”……

宁静的桔园，来了我们这一群，热闹非凡，
笑声、叫声、喝彩声不绝于耳。

这里摘几个，那里摘几个；这棵树上的桔子
尝尝，那棵树上的桔子尝尝；这个叫过来摘，那个
叫过去摘；这个说来个特写，那个说来个美拍。

摘着，尝着，笑着，说着，拍着，美着。享受
着自在，品味着欣喜，感受着丰收。

人多力量大，不到一个小时，我们采摘了几
大筐，恋恋不舍地走出桔园。

（二）
这是多彩的秋。
我们一行来到公园。久闻富华山公园美

丽，直奔而来。这里风景宜人，是广大市民娱乐
休闲的好去处。

湖堤漫步，平静的湖面被秋风吹起层层涟
漪，岸上几棵柳树摇曳多姿，湖对面的鄱阳湖生
态规划馆，造型奇特，有鸟巢的风范。马路对面
的高层建筑耸立云霄，高大上的门头，还真有上

海城的风味。
绿色的草坪虽然枯萎了，但是一大片一大

片的仍见绿色。零星的帐篷立在草地上，游客
悠闲地与大自然亲吻。

风和日丽，几个孩子在放风筝，风筝越飞越
高。草坪之间穿插着蓝色的塑胶小道，艳丽醒目。

园内钱学森航天科技馆，布置精美，馆内有
丰富的航天知识和植被知识。

塑木栈道迂回曲折，清澈的湖水，纯净的蓝
天，碧绿的树叶，绚丽多彩。

景观长廊宽阔平坦、景观廊架螺旋而上、
高空玻璃栈道上行走，可以欣赏底下的湿地
美景。池上荷花已多莲子，形成了一道靓丽
的风景。

有七个像鸟巢一样的观景台，与栈道相连
拉近人与鸟的距离，使人与鸟和谐共处。

彩色风车隧道，五颜六色，风车随风不停地
转动，精巧别致，特别吸引人眼球。

一片粉黛乱子草，粉粉的，朦朦的，似童话
中的仙境。

秋风染红了枫叶，笼罩着绿水，与蓝天相辉
映，如诗如画。

秋水不语，却映衬着傍晚的绚烂，与天融为
一体。蓝天碧水间悠闲散步，轻柔地凉风款款
而来，好不惬意。游人与园内景观交汇，更增添
了秋的多彩。

（三）
这是欢乐的秋。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美好的师范回忆，历久弥新，思绪纷飞，化

作绕指柔。恰似流光溢彩的画卷，烙在我们的
记忆深处。

车子奔驰在共青城宽阔的马路上，道路两旁绿
树成荫，蓝天、高楼、湖水相掩映，我们目不暇接。

可爱的二胎孩子，逗比地开心，我们玩着变
魔术的游戏。大家彼此谈论着成年的孩子，有
欣慰，有不足，更多的是祝福。

漫步公园，步伐轻盈，欢歌笑语。累了，坐
在草坪上休息，拿起手机，翻看着开心一刻。高
尔夫训练基地、富华山公园景观栈道留下欢乐
的瞬间，将这没有染尘的纯洁永远定格。

享受着美食，沉浸在相聚的喜悦中，举杯欢
庆。忆往昔，谈工作，话家常。

岁月荏苒，光阴似箭，我们已不再青春年
少，但情深依旧。不论身份地位，不论财富多
少，只论今朝共欢乐。

沧桑牵着视线，繁华落
尽，生命的瞬间融进了沉寂
的漫长。

无数与岁月重复粘连
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
人类终究跟不上岁月的疾
步，它走的义无反顾，而生
灵透支的躯体，在疲惫中
走进夕阳。

朝晖曦露中，沉沉暮霭
里，匆匆间过了几亿年，那
不曾见过的远方，已是无数
次霜云满天。

明知年华终将老去，如
何能做到，像这段老树一
样，把岁月凝结了来留藏。

只想行走在生命的路
途上，默默翘首，盼着星辰
闪烁的微笑，盼着风涌来的
暖阳……

与秋邂逅

岁月

石种石种：：长江石长江石

可爱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