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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时间的门槛不容停留。此刻，我们已
经挥别2019，走在了21世纪的20年代。

每一次的新旧交替，都让人感慨
万千。上一期观点，我们晒了晒每个人
的获得感；这一期，我们想回过身来，
感恩每一份获得感背后的辛勤付出。

有人说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是精致
利己。哪会如此？日常生活里，多少普
通的良善之人让“利己之说”频频被打
脸。中南大学“无私者”吴思不进ICU、
不插管，不做一切有损身体完整的治
疗，只为将遗体捐献给母校；6 岁娃娃
坠落污水井，娄底双峰的挖机师傅王
育永爬行四百余米救人；湘大“守门

人”王叔，十二年志愿给考研学生提供
开水；儿时同窗去世，26名同学替长沙
县男子蒋忠尽孝……

对生命真正的热爱，就是在认清
它的残酷之后依然温柔以待。如今我
们身处智能时代，越来越聪明的算法
在“猜你喜欢”，门类齐全的人设满足
着每一种细分的需求，普通人窝在家
里便能指点天下、愉悦自己，但更多人
选择了走出家门、敞开胸怀、拥抱世
界。纷繁世事里，一人陷足，多人深深
浅浅的转身，只为用一己之暖促人间
温暖。去发现这些融入生命的情思，正
是激活生命的密码。

年初还有人说，“2019年或成过去
十年里最难的一年”。哪会如此？多少

潮流奔涌中的勇猛之士，让这一年惊
喜连连。是实验室里废寝忘食、不舍昼
夜的刻苦钻研，让创新耀眼；是办公室
里挑灯奋战、默默付出的值守，让业绩
飘红；是埋头案牍间述学立论的潜心
思考，让思想结果；是立德树人、化育
英才的循循善诱，让孩童成长；是交
警、医生、快递小哥等“你我他”的繁
忙，让社会有序。

经济领域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微
笑曲线”。在微笑嘴型的 U 字曲线上，
代工生产处在附加值最低的中间底
部，技术研发和品牌服务则在向上延
伸的曲线两端，制造业越往两端发展，
越具有竞争力和利润空间。实践证明，
这些率先“微笑”起来、主动转型升级

的企业，后来大多成功穿越经济周期，
成为实业标杆。

历史的智慧在今天依然闪光。在迷
雾困顿的时刻，大到一座城市、一个行业，
小到一家企业、每一个人，只要坚定奋斗
初心，向光生长，总能拥有绽放的“微笑曲
线”。感恩这些丰沛润泽着城市肌体的付
出，这同样是激扬生命的“密码”。

一年很长。去年 1 月份出生的孩
子，岁末年尾已学着走路了，晃晃悠
悠，脸上满是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一
年很短。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2020，前行的路上有阳光，也会有
风雨，每个人会流泪、会欢笑，会感动、
会遗憾。但“你我他”努力不息、奋斗不
息，世界便进步不止。

感恩付出 向光生长
——“点赞2019 憧憬2020”之二 奚旭初

商务部近日介绍 2019 年商务工作
情况，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4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8%，消费贡献率
在 60%以上，连续 6 年成为经济增长第
一拉动力。

消费兼整个经济循环中的起点和
终点于一身，既是生产的目的也是生产
的动力。消费连续六年成为我国经济增
长第一拉动力，为我国经济平稳增长提
供了强大支撑力。“买买买”，线下买，线
上买，到处买……“六连冠”如一面棱
镜，从多个角度反映出现实国情。

促进消费有“三要素”，一是增加收
入，让群众“能”消费；二是健全社保体
系，让群众“敢”消费；三是改善消费环
境，让群众“愿”消费。消费贡献率“六连
冠”，正是“三要素”持续优化的体现。

先说“能”消费。2018 年，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年增长8.7%；

2019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已达15294元，同比增长8.8%。居民钱
袋子一天天鼓起来，使消费有了底气。

又说“敢”消费。这些年，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取得新进
展。低保兜底、社保扩容、医保升级，社
会保障网越织越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不但增加了老百姓的获得感，也给
了老百姓安全感。落到消费上，就是一
个字：“敢”。

再说“愿”消费。如果消费处处有陷
阱，时时存风险，花钱过程充满烦恼，
自然令消费意愿受压萎缩。然而这些
年老百姓亲身感受到了消费环境的改
善，花钱放心、舒心了，消费热情自然
会释放。

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这些变
化与发展，并不惊天动地，然而蓦然回
首，可以看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轨迹
竟是那么清晰。

瞿方业

此刻的太阳，已然照临2020年的天
空。时序轮替，又一年远去。当此之时，
依例又要回顾、总结、展望。大道昭彰，
常识常新，在回顾和总结时，笔者想谈
一个常识或道理：踏实勤勉，就是与幸
福无限接近。

这个常识，散发出经验主义的意
味。

有一天，女儿颇有感触地说：“扎扎
实实地学上一天，我感觉心里特别踏
实。”这是一个初中生的人生感悟，也是
笔者多年来的人生体会，近来感觉尤甚
——只有每天勤勉做事，弄出点滴成
果，夜晚才睡得踏实，否则就会空虚万
丈、惶恐莫名。

这个朴素的常识，似乎适用于每一
个人：勤勉踏实让人心灵丰盈，让人生
幸运。

一个快递小哥从清晨忙至深夜，不
停地接单送货，这一天一定口袋充实、
内心踏实；一位专家学者，每天不间断
地研究创新，没有让光阴虚度一分，定
会成果累累，获得各种敬意和荣誉；一

名种地的农民，将更多精力投入土地
里，庄稼定会茂盛，收成定然丰硕。只要
踏实勤勉，不惜力气，每个人都可能实
现人生的一个个小目标，最终实现人生
的大目标。

这是一个一再被实践的常识，被无
数的果实所证实。

踏踏实实做事，不仅让土地里长满
庄稼，还让曾经的荒野变成美丽的城
市，让无数曲折蜿蜒的山路变成通衢大
道，让贫困村变成小康村，让曾经贫穷
落后的国度变成世界经济第二，并且不
断上升、走向复兴、实现梦想。

踏实勤勉，就是一件接着一件地干
事，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不虚妄、不气
馁、不菲薄；踏实勤勉，就是立足现实，
从实际出发，让今天成为新的出发点；
踏实勤勉，就是不断地变革与改进，不
断追求完善与合理。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此刻，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门槛上，在迈向“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复兴之路上，每一
个人都一如既往地把手头的活干好，世
界将在每一位奋斗者的手中，变得越来
越美好。

胡盼盼

在长沙，有这样一位姓肖的公交
车司机：他将两盆微型鲜花摆放在车
内，左一盆右一盆，橙黄的花瓣与葱绿
的枝叶。寒暑春秋、日复一日，公交车
里这一抹别致的色彩，让拥挤的人慢
下步伐，让夜归的人感到馨甜，让寒风
中等待的人感到温暖。

“前面有急转弯，大家抓好扶稳咯！”
“老人家不要急，先找到座位坐好！”“大
家下车不着急，慢慢来，等车停稳了再下
车！”一个班、十多个小时，肖师傅的喉咙

已然沙哑，但他仍不厌其烦地用那带有
邵阳口音的普通话提醒着大家；遇到推
轮椅、婴儿车等行动不便的乘客时，肖师
傅也常常扶着他们上下车。

肖师傅是长沙市近万名公交车司
机中的普通一员，在一站又一站的广
播提示与一波又一波的人流汹涌中，
过着早出晚归、颠簸周折、嘈杂拥挤的
一天又一天。

但正是这样一个个平凡的人，在

普通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才有了
集体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2018 年 12
月，长沙市获评“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
范城市”，背后离不开无数像肖师傅一
样尽忠职守的人。

“德不孤，必有邻”“十步之泽，必
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放眼各
行各业，纵观三湘四水，身边像肖师傅
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倾尽其力支教湘
西的“爱心奶奶”周秀芳，提供18万多份

“爱心早餐”的浏阳公益团队，7位永州
“的哥”风雨无阻接力接送截肢女孩的
爱心义举……无数人用自己点点滴滴
的善心善举，为平凡的日子增添温暖。

时势造英雄。和平年代，不是每个
人都有机会成为英雄，也不需要每个
人都做出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把每
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
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大千世界，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
过着平凡的日子，但即便是在微小的
岗位，也可以散发着光与热，向着美好
生活，温暖前行。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柳英

陶岭镇的三味辣椒被评为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骥村镇的富硒米成为礼
品市场的香饽饽，龙泉镇的富硒大豆
供不应求，东升农场的富硒蔬菜香飘
粤港澳……在永州市新田县，日益走俏
的农产品，正在改变贫困群众的生活。

新田县地处山区，耕地面积仅20余
万亩，农业人口却有 37.41 万人，是国家
级贫困县、永州市目前唯一未脱贫县。近
年来，该县另辟蹊径，依托丰富的硒锶资
源发展高端精细农业，构筑“一县一特，
一村一品”农业发展格局，持续增强了贫
困群众自我“造血”能力。

据了解，该县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7606 户 84475 人，截至 2019 年底，只
有 864 户 1895 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2.58%降至0.51%。

2020年元旦前夕，记者深入新田县，
探访该县通过发展精细农业，带领农民
加速走上脱贫之路的新经验。

龙头企业

带动“新田味道”走俏
走进新田县恒丰粮油有限公司，但

见两个仓库堆满了稻谷，金灿灿的“粮
山”看着颇为壮观。

公司副总经理彭爱萍介绍，他们生
产的有机稻不打农药、不洒除草剂，公司
自主研发的红薯米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
利。尽管米卖到每公斤 40 元，依然供不
应求。

2011年，公司响应县里发展高端精
细农业的号召，率先在骥村镇建立 500
亩有机稻基地。一开始，骥村镇下荣村贫
困户钟其兰，对“高端大米”不以为然，不
愿意把关系一家生计的 2亩水田流转给
公司。公司向她承诺，如果来年颗粒无
收，将按1600元每亩的价格赔偿她。

如今，钟其兰与丈夫一起在基地务

工，每年光务工收入就有 4万元。公司要
扩建绿色基地和优质稻基地，钟其兰还
帮忙劝说其他村民流转土地。目前公司
已直接带动2000余户贫困户脱贫。

如何让更多村民转变观念，走高端
精细农业道路？副县长刘大兵介绍，该县
积极探索“园区+龙头企业（合作社）+基
地+贫困户”的模式，建立紧密的利益联
结机制，让贫困户享受土地流转、产业前
端、保护价格、利润返还、务工就业、股份
合作等6个方面的收益。

2014年至 2019年，该县投入 8.2亿
元，打造 15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引导帮
扶 103 个贫困村建立以蔬菜、大豆、辣
椒、优质稻、优质水果、油茶等为主的富
硒产业，富硒农产品基地达到14.6万亩。

一批龙头企业正带动“新田味道”走
俏全国。东升农场入选为永州市第一批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并带

动全县种植富硒蔬菜 21.5 万亩，产值超
18亿元。远鸿食用菌对接26个贫困村、
800 多户贫困户，建立食用菌产业基地
3000 多亩，带动贫困户户均增收 1.6 万
元。

“一村一品”
铺开农旅融合新画卷

枧头镇马场岭村是新田县两个深度
贫困村之一，该村依山而建，耕地分散，
但 7条新修的机耕道将大大小小的田土
串连成种植基地。2019 年 12 月 30 日上
午，村里十分热闹：山下，10个塑料大棚
内食用菌长势正好，工人们忙得不亦乐
乎；山上，120 亩玫瑰香柑硕果累累，一
辆辆小汽车满载着前来体验采摘乐的游
客，陆续开进果园。

“这两年产业多了，路修好了，村庄
也变美了。临近过年，上周末就有将近

200人进村采购各类农产品。”该村好利
多生态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谢石
利说。

湖南科技学院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郑先军介绍，以前村里产业发展缓慢，村
民靠种中草药获取微薄的收益。2018年
3月驻村以来，他们因地制宜规划全村产
业，山下大棚种植食用菌、香菇、云耳，山
上种植黄桃、玫瑰香柑、纽荷尔脐橙。贫
困户按照合作社制定的严格标准进行种
植和管理，保证农产品质量。

“现在食用菌产业已经成为村里的
‘一品’，每公斤卖到32元。再过三四年，
所有果树都挂果了，我们将实现‘一村多
品’。”郑先军信心满满地说。

据了解，该县安排项目资金5320万
元，突出村级特色，打造 30至 50亩以上
的农业产业示范片区 230 个，已形成

“一县一特、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格局逐

步形成，陶岭镇周家村、金陵镇山林岗村
等特色农产品村发展迅猛，铺开了农旅
融合的壮丽画卷。

2019 年全县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
256.3万人次，旅游收入超30亿元。去年
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0440元，同比增长12%，增幅排永州市
第一。

产业扶贫激活村民内生动力
新田县委书记唐军表示，为了让贫

困户稳定脱贫，近年来他们积极探索“特
色产业发展覆盖到村、产业扶持政策覆
盖到户、产业利益链接覆盖到人、制度保
障覆盖到位”的产业扶贫新路径，获得积
极成效，其经验还在2019全省产业扶贫
工作推进会上推介。

走进陶岭镇周家村这个远近闻名的
“网红村”，村内明黄色的三层楼房错落
有致，还有一个占地280亩的爱莲公园。
全村靠种植富硒“三味辣椒”，人均纯收
入达 8000 元以上。近年来，吸引了不少
外出打工的村民返乡就业。

52 岁的周梅平是 2017 年回到家乡
的。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他免费参加了县
里的种植技术培训，掌握了科学的现代
种植技能。试种 4亩辣椒取得成功后，他
又在乡土专家的指导下，先后承包50亩
旱地种植柑橘，5个育苗大棚种植云耳。
如今各种农作物年收入 15万元以上，一
家从60多平方米的瓦房搬进三层楼房。
去年，他还获得县里颁发的5000元种植
奖励金。

“推动帮扶工作‘精、准、细’，让贫困
户每户都有产业、家家至少有一个产业
工人。”县扶贫办主任罗成文说，该县出
台系列产业惠民政策，实现了对贫困户
直接奖扶、技术培训、因户施策三个方面
全覆盖。

近年来，该县累计发放小额扶贫信
贷2.68亿元，帮助全县6530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展产业脱贫。每个行政村聘请
3-5 名科技扶贫带头人作为乡土专家，
每人分类别对 10 余名贫困户开展指导
和培训，直接帮扶贫困户14268户。2019
年，该县还投入产业扶贫直接奖扶资金
1176 万元，比上年提标 20%，全面激活
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近年来，该县已举办各类培训 100
多期，越来越多贫困户主动要求参加培
训，全县掀起学技热潮。目前已实现贫困
劳动力就业 3 万余人，9000 余户贫困家
庭通过就业扶贫实现增收脱贫。

县就业服务局局长刘大军表示，下
一步，他们将围绕本县农村特色产业，进
一步开展“种、养、加”实用技术培训，每
年对贫困村的劳力轮训一次。

消费贡献率“六连冠”
从何而来

踏实勤勉
就是与幸福无限接近

平凡的日子，温暖向前

■县情简介
新田县位于湖南省南部，总面积1022.4平方公里，辖12个乡镇。总人口45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7.41万人。由于地处山区，耕地面积仅20余万亩，是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境内998平方公里土壤含人体必需的微量营养元素硒，地

下水富含微量营养元素锶，是中国天然富硒农产品之乡、湖南省原生态富硒食

品基地县，被誉为“硒锶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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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2019年10月16日，新田县新圩镇万亩优质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阶段，田野间片片金黄。 蒋军君 摄

2019年10月20日，新田工业园的员工在
县职中产业工人实训间接受培训。 钟伟锋 摄

“饭圈黑话”
别为流量破底线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粉丝文化”与青
少年网络言论失范问题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在该院审理的明星诉网友侵害名誉权案件
中，七成被告为30岁以下的青少年，用“饭圈”特有
语言成为他们发表侵权言论的显著特征。

对于“饭圈黑话”现象，各方力量应该联动，倡
导网络言论发布者承担话语责任，对网络言论失范
行为坚决说“不”；倡导网络用户拒绝网络暴力，依
法上网、理性发声；倡导文艺工作者讲品位、讲格
调、讲责任，引导粉丝群体理智追星。

文/图 王怀申

新闻漫画

84475人 贫困发生率
22.58%

3574人 贫困发生率
1.00%

1895人 贫困发生率
0.51%

2014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27606户84475人，贫困发生率为
22.58%。

数说

2019年底，剩余864户1895人
未脱贫，贫困发生率降低至0.51%。

2018 年底，未脱贫 1496 户
3574人，贫困发生率降低至1.00%。

——摘帽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