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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好，正是
昨日的梦想。

曾 记 否 ，粮 票 、油
票、肉票、布票、副食本、
工 业 券 ⋯⋯ 这 些 老 物
件，那些从苦到甜的回
忆，仿佛就在昨天。

曾记否，当年结婚
的年轻人，以能攒齐手
表 、自 行 车 、缝 纫 机 这

“三大件”而引以为豪。
而今，越来越便利的网
购，让家里什么也不缺。

曾记否，几代人同
居一室的窘迫，“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一度是我
们遥不可及的梦想。如
今，清洁供暖、智能家居
让我们的家更温馨。

⋯⋯
栉风沐雨，春华秋

实。
这一切，清晰地映

射出我们改革开放的初
心：“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

将改革目标精准锁
定在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平均每年减贫 100

万人左右，日子越过越好；全省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2 万元，钱袋子
越来越鼓；保障性安居工程进度加
快，圆了百姓安居梦；农民享受到和
城里人一样的医保，看病更加方便；城
乡学校间校长、教师轮岗交流，教育均
衡发展⋯⋯

今天，我们依然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
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
及广大人民群众。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展望未
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改革开放新征程上，民生这张答卷一
定会越来越精彩，燕赵儿女必将拥有
更多更强更好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
全感。

文/记者 姜艳

每一天

，让生活更美好 张家口市宣化区副区长郝聪明给顾
宝军戴上大红花那一刻，阳光照在红绸
上，映着老顾满脸的笑。

50岁了，头一次在这么隆重的场合接
受表彰，他感觉自己站到了人生至高点。

常住 210 户的北庄子村，评出了 2 户
“勤劳致富”模范，有他一个。区领导还把
刻有“勤劳致富”四个大字的大红牌匾挂
到了他家门口。

凭这个，走在街上，他觉得日子有了
奔头，自己腰杆都直了几分。

但实际上，他的身影，并不直。腿上的
残疾，让他走一步，歪一步。3 岁时的一场
小儿麻痹症，让老顾左腿肌肉严重萎缩。

残疾证上写的是肢体残疾四级，他的
监护人是李海叶。但老顾心里清楚，媳妇李
海叶智力有问题，生活上还得靠他来照顾。

郝聪明第一次进顾宝军家时，他正在
喝酒。5块钱一瓶的白酒，顾宝军每天都要
喝点。他说：“喝点，烦心事就少了。”郝聪
明劝他：“老顾，少喝点酒！”

老顾听劝。他说：“郝区长是好人，扶
贫干部都是好人！”

郝聪明是农业部派驻宣化区的挂职
干部。他理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根本
还在于要有产业。这几年，他帮扶的北庄
子村已经发展起280多个蔬菜大棚。

“原来种玉米，有吃有穿，除了手头缺
钱，我不觉得自己穷！”顾宝军说。他被生
活磨得已经麻木了。

改变源于村里组织的一次扶贫考察。
100 多公里外的崇礼，一片白花花的大棚
中，顾宝军看到了土地的另一种耕种方式：

“彩椒结得搪瓷缸子那么大，秧子长得半人

高 ，让 人 看 得 真 稀
罕，原来地还可以这样
种！”

“彩椒最贱时也能卖3
元一斤，一亩地纯收入能有3
万块钱！”从彩椒种植户口中得知
这些时，已经习惯了一斤玉米卖七八
毛钱、一亩地赚几百元的顾宝军忍不住惊
叹：“那就是天文数儿一样，想都想不到！”

顾宝军心里有股劲被激发出来了。
“建设一个大棚给补贴 5000 块钱，还

派专家来指导技术。”正当顾宝军准备干
点啥的时候，“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
的好政策随之而至。老顾打了两眼井，建
起了 3 个大棚，还流转来 20 多亩土地，他
也把青椒种到了“搪瓷缸子大”。

种菜收入 2 万多元，妻子的低保金收

入 2415 元，老顾担负的村庄和光伏产业
项目保洁员收入 4200 元，村里的蔬菜大
棚种植专业合作社分红 2400 元，种粮补
贴1173元⋯⋯

前几天算账，他家今年的收入已经达
到了3万元。

离开表彰现场，老顾去学校接女儿。
在宣化区那所特教学校门口等待的

时候，他给女儿买了两本书：一本一年级
口算题卡、一本彩图版《拇指姑娘》。女
儿顾莹辉今年秋天转到了这里。

当年儿子只读了几天小学就辍学
了，顾宝军为此很后悔。他觉得：“人再
穷，也得读书。智力再不济，也得多识
俩数，多长点见识！”他不想让孩子们重
复自己当年的路。

“多亏工作组帮忙，不然我咋也想
不到送孩子到特教学校读书！”老顾话
里透着感激。

顾宝军得到的帮扶不止这一件。

建设大棚缺钱，区里每个棚给补贴
了 5000 元；种大棚投入大，他还获得了
1.82 万元的贴息贷款。女儿就读特教
学校需要残疾证，扶贫干部也帮着联系
鉴定机构。

秋后，他正打算在院子里给饲养的
羊盖个棚子时，村里合作社的分红、村
庄保洁公益岗位的工资就陆续到了。
很快，那个蓝色彩钢瓦中间镶嵌透光板
的棚子就建成了。

⋯⋯
回忆起这些事，一股幸福洋溢在老

顾的脸上。
今年 7 月，地里的蔬菜快要上市

时，机井变压器却突然坏了。村里没钱
更换，种菜户们找到了驻村第一书记段
文明，很快就给协调来一台新的。

“咱们干部驻村，就是要帮助贫困
群众解决困难，实现增收。”段文明是宣
化区住建局的一名干部，他同全省 2 万
多名干部一起走到了扶贫工作最前沿。

驻村一年来，他们围绕摸清底数、
精准识别、动态管理，深入推进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科技扶贫。

老顾今年新买了手机，对国家大事
的了解和关注也更多了，对未来也有了
更多想法。

“明年得想法建设俩暖棚来育苗，不
能让冬天闲过去。”老顾说。对更远的将
来，他的理想是，一定要挣更多的钱，让
孩子学个本事，让家人有更好的生活。

从前的日子，老顾得过且过；而今
的生活，老顾多了安排。

早起，去棚里看一眼，已经成了他
的习惯。大棚里，菠菜冒出地面两三指
高。远望去，绿盈盈的。

乍开始种菜，老顾的 3 座春秋棚每
年只能种一季；去年起，他和几位村民
率先种起了过冬菜。

“得控制着点，不能让它们疯长，计
划春节后上市呢。”老顾说，这些菠菜就
像冬小麦，严寒中绿叶会被冻僵，但春
天阳光一晒，会茁壮生长。

说这些话时，老顾俨然一个专家。
不过，这个“专家”的成长，可不容易。

那年，“顾宝军要种菜”的消息在村
里传开时，怀疑的声音也随之而起：“他

那腿脚，种大田都不利索！”“种菜活计
重，他能吃得消？”

老顾自个儿心里也没底，就拉上弟
弟顾宝明合伙干。头一年种了 2 亩多
圆白菜，他水浇得勤，圆白菜长势很好，
一个个圆滚滚的。

收菜的来了。结果一刀砍下去，菜
根里全是虫子。再砍，发现虫子已经钻
进了菜心。而且，满地的菜都是如此。

老顾那一刻，只想大哭一场。打
井、盖井房，2 万多元投进去了，辛辛苦
苦忙活了一年，结果，一棵菜都没卖掉。

他没说话，心里却发下了誓言：
“明年啥也不做，就研究种菜，不管能卖
多少钱，一定要先种好它！”

家里的电视，他总会锁定农业类节

目；村里的蔬菜种植讲座，他总挤到第一
排。下课了，他还会单独请教：“老师，西
红柿的根腐病，总控制不住，该咋治？”

第二年，大地还没化冻，他就让弟
弟开上三轮车，去了趟张北。坝上蔬菜
产业发展多年，他要去取经。

地膜、化肥、滴灌管⋯⋯三轮车满载
而归时，老顾的脑子里也装得满满当当。

从种菜开始，“下宣化”的路，老顾
变得比别人更熟。那年，西红柿丰产，
菜贩子却没来。眼看半年心血要烂在
地里，老顾决定拉到城里去回点本。

白天摘菜，傍晚出发，凌晨两三点
钟把菜批发完再返回⋯⋯一个来回 80
多公里的路，顾宝军连跑了40多天。

“老顾这股拼劲，在全区，他都担得
起‘勤劳致富’这称号！”郝聪明说，村里
评选得投票，老顾得了全票，而今没人
不佩服他。

112 国道自宣化向西翻越五虎山后，重新进入一个盆
地。只不过这里比宣化盆地海拔更高，气候更冷。

北庄子村就坐落在盆“底”，常住的 210 户中 1/3 属于
贫困户，村民顾宝军也在这盆“底”贫困了许多年。

2018 年 10 月 17 日，中国第 5 个国家扶贫日。北庄子
村搞了一次表彰，顾宝军人生第一次戴上了大红花。

村里评选当模范

明年建暖棚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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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庄子村农民顾宝军在村里的表彰
会上被评为“勤劳致富”模范。 陈晓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