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0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
沱江镇龙造窝村， 丘希斌在果园
里修剪枝条。 通讯员 王辉 摄

5月20日，长沙市开福区，刘
婷在家里与4岁半的儿子做垃圾
分类游戏。 顾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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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火龙果生长的
关键时期。5月20日，在江华瑶
族自治县沱江镇龙造窝村一
片火龙果基地， 一名老人正
在果园里修剪枝条， 他的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今年
花苞开得蛮多，比去年要好得
多了。”

老人叫丘希斌， 今年62
岁，跟农活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的他， 长期在温饱线徘徊。
2014年，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受
伤，导致家里生活困难，被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5年春，在扶贫队的帮
助下， 丘希斌利用地处大山脚
下的优势， 发展杨梅种植。
2015年12月，丘希斌摘掉了贫
困帽子。随后，丘希斌开始向大
规模水果产业发展， 这片十多
亩的火龙果基地是他去年开始
种植的。

这几年，国家的各项扶贫
政策给丘希斌发展产业提
供了很大的便利， 去年，丘
希斌申请了 5万元的扶贫小
额信贷，用来完善火龙果基地
的基础设施，搭建了十多个钢
架大棚。

不仅基地设施“鸟枪换
炮”， 就连房屋也由一层变两
层，装修得亮亮堂堂。步入丘希
斌的新居，雪白的墙壁，水磨石
地板干净整洁，冰箱、彩电等现
代化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饭点时分， 老伴卢玉姣要
做饭了。 打开冰箱， 里面有猪
肉，也有鱼，卢玉姣笑着说，“以
前肉都难得吃到， 现在次数明
显多了，想吃就可以买来吃。”

虽然已经脱贫摘帽，年过
花甲，但是丘希斌却有着一颗
比年轻人还好动的心， 他还想
通过自己脱贫致富的经历，让
更多人看到，不等不靠，勤劳
肯干，就一定能创造幸福美好
的生活。“今年火龙果丰产的
话，预计收入超10万元，全年收
入15万元没问题。”更让丘希斌
欣慰的是， 儿子儿媳都在县城
找到了活干，小孙子也在县城里
读了小学。

“那你眼中的小康生活是
什么样的？” 老人毫不犹豫地
说：“有吃有住有产业有闲钱
就是美好的生活。”
■记者李成辉 实习生叶佳兆

通讯员 王辉

编者按

2020年， 我们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人们对小康生活的
感受是什么样的？让我们走近
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的他们，
倾 听 来 自 心 灵 深 处 的 声
音———“我们的小康生活”。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你就像妈妈一样把我培养大
……”午休过后，陪外孙女玩
乐是70岁长沙爹爹彭东山的
日常，他还会跟老伴对着教学
视频高歌，9个月大的外孙女
不时敲着玩具鼓来伴奏。

“我今年70岁了， 几乎是
跟着新中国成长的。” 彭东山
退休前，在湘电长沙水泵厂有
限公司工会工作。5月21日，在
长沙市天心区汇景豪庭小区，
彭东山分享了自己对小康生
活的理解，“只有物质生活得
到保障，人们才能有更多的精
神追求。”

“过去物资匮乏，吃的、穿
的都得凭票供应。” 从抽屉翻
出珍藏多年的老物件，彭东山
向记者展示了自家曾使用过
的粮证，“那时候没粮票都出
不得门， 直到改革开放后，才
改变这个状况。”

生活一天天发生变化。
“菜市场、超市、网上，只要想
吃，什么种类的肉都能买到。”
彭东山说，衣食富足后，人们
开始追求精神生活了。从收音

机、电视、CD机到手机、电脑
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出现在
家里了。

“退休工资年年有涨，现在
我每月工资有3000多元，老伴
也有2000多元。吃穿不愁，病
了有医保，多出来的钱，主要
还是花在旅游上。” 翻看着相
册，彭东山向记者讲述自己的
旅游见闻，“饱览了祖国山河
后，我和老伴前年还去了北欧
五国， 领略不一样的风土人
情。这要放在我父辈，连湖南
省都没出过，想都不敢想的。”

“现在年纪大了， 我们也
更注重养生，素食为主，多吃
鸡鸭鱼这样的白肉，少吃猪牛
羊这样的红肉。”彭东山说。

彭东山还与老伴报名参加
了长沙市开福区老干部大学声
乐班， 每周三下午都会去和老
同学们放声高歌。

彭东山深有感触地说 ，
“从贫困到现在的小康生活，
生活越来越富足，像能拧出蜜
来。 希望国家越来越富强，大
家的生活蒸蒸日上。”

■记者杨昱 实习生 李致远

“香蕉皮是干垃圾还是湿
垃圾？”“香蕉皮是湿垃圾啊。”
5月20日上午， 住在长沙市开
福区洪山街道恒大雅苑小区
的刘婷， 在家里与4岁半的儿
子做着垃圾分类的游戏。

刘婷是一名85后， 株洲
人，2015年与老公从上海回到
长沙定居， 老公从事证券行
业，小孩出生后她就专职在家
带小孩，同时也是洪雅社区双
林社工服务中心的一名社工。

回长沙后，他们买了三室
两厅、120多平方米的房子。
“当时房价六七千块钱一平方
米，还算比较便宜。”刘婷说，
长沙不仅有深厚的人文底蕴
还有很多美食，而且教育资源
跟医疗资源也比较好。

说起这些年来自己家里
的变化，刘婷表示“主要还是
心境上的变化”。大学毕业后，
刘婷就去了上海并认识了老
公，“在上海上班时我做销售，
老公从事证券行业， 租房子
住，那个时候可能主要是以物

质追求为主，生活节奏也相对
比较快，归属感不是很强。”

“回长沙后，有了小孩，生
活水平也比以前有所提高，所
以重心就会往家庭和小孩的
教育方向转移，让生活‘慢’下
来，去追求一些精神方面的东
西。” 刘婷说，“有时候一家人
也会出去下馆子、去逛商场买
衣服，带儿子去博物馆、动物
园等地方。我去做社工的时候
一般也会把儿子带上，让他去
做一些上门为老人服务或者
是垃圾分类宣传之类的事情，
培养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
精神。”

“现在，衣食不愁，居住环
境也比较满意。在我看来，小
孩健康聪明懂事， 老公事业
有成，父母身体健康，让我有
更多的精力和能力去做一些
自己感兴趣的事， 做一些对
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
这就是我想要的小康生活。”
刘婷说。
■记者丁鹏志通讯员罗咏梅

从一名“打杂员”晋升为山
河智能中层管理干部，6年多时
间收入增长了10多倍。农村出
身的彭骏用自己的努力上演
了一名90后“后浪”逆袭之路。

2013年， 彭骏进入山河
智能，成为技术中心的一名综
合管理员。“其实就是‘打杂’
的， 平时就做些订会议室、接
待、端茶的工作。”彭骏笑着告
诉记者，那时他的月工资扣除
五险一金后所剩不多。“做什
么事，买什么东西，总是瞻前
顾后的。”

不过彭骏相信， 幸福是可
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出来的。
在工作上，他认真、严谨，敢作
敢为， 很快便得到领导的赏
识，一步步从综合管理员做到
党建专员。去年，彭骏被任命
为山河智能党委办副主任，一
举成为公司唯一的90后副主
任。“现在的收入是刚进公司的
10多倍，过上了小康生活。”

2017年， 彭骏通过公司
活动， 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对方也是自己的同事。2018
年，为了给女朋友惊喜，彭骏
果断花10多万元首付买了一

台小汽车。
工作后不久，彭骏在长沙

买了房， 虽然首付只要10多
万元，月供2000元，但仍需要
家里支持。而等他经济条件逐
渐改善后，不仅不要花父母的
钱， 还在2016年把正在读小
学的妹妹接来长沙，并负担其
生活、学习费用，“帮爸妈减轻
些负担。”

买房、购车、结婚，孩子就
是他下一个目标了。“去年与
老婆举行了婚礼， 今年准备
要一个宝宝。”5月20日，望着
办公桌上自己与老婆的合
照， 彭骏笑了笑告诉记者，为
了迎接孩子的到来，今年他又
换了一套更大的房子，“以前
是90多平方米，现在有100多
平方米。”

在工作上，彭骏也有十分
明确的目标。 自从接棒山河
智能党建工作后， 他就立志
要打造出一片新天地。“以
前， 幸福是涨200元工资；现
在， 幸福是跟随企业一起成
长，并见证民族工程机械品牌
日益强大。”

■记者胡锐

你心中的小康生活是啥模样？他们都有各自的答案

平凡人晒“小康”：都在幸福的小日子里
脱贫农民：
美好的生活就是有吃有住有产业

七旬老人：
从贫困到富足，生活能拧出蜜

全职妈妈：
生活“慢”下来后，追求社会意义

90后白领：
与企业一起成长，奋斗让幸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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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 在长沙市天心区
汇景豪庭小区， 彭东山分享小康
体会。 记者王珏 摄

5月20日， 山河智能党委
办，彭骏在工作中。 顾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