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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的冬天，当人们
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时，欧
阳猛猛降生了。一个新生命的
降生总是能给人带来欢乐，可
是欧阳猛猛的降生家人除了
高兴之外，还多了一些担心和
忧虑。“是个残疾啊，能养活
吗……”

出生之后，父母就带着他
到处去看医生，得到的答案只
有一个：手术风险很大，建议
物理（人工）康复治疗。欧阳
猛猛家人就在这方面做了很
多的努力，当然也取得很不错
的效果，手渐渐地也能拿起一
些东西，只是对于脚的治疗不
是很尽如人意。

干过机械工人的爷爷，给
欧阳猛猛做了一个圆形的童
车。“幸亏有它，不然我会很
无聊的。不过，这个可代替不
了行走，看到别的小朋友在那
嬉戏打闹，我还是很羡慕，很
渴望能像他们那样自由地行
走、自由地玩耍，那是我童年
的一个梦。”

为了实现这个梦，欧阳猛
猛不停地练习。上天似乎是怜
悯这样一个小孩，终于给了他
一次机会。那是在他四岁多的
时候，一天他舅舅来看他，拿
了很多吃的东西，站在不远处
叫他：“走过来，舅舅给你很
多好吃的”。当时，也不知道
是从哪来的一股劲，欧阳猛猛
迅速站起来走了几步倒在了

舅舅的怀里，家人都看得目瞪
口呆，激动和高兴的泪水划过
大家的脸庞。

从此，欧阳猛猛终于站了
起来。刚开始，他经过了无数
次的摔倒，后来渐渐地行走就
很稳了。

生活里有爱

从小学到大学的十几年
时间里，欧阳猛猛跟别的孩子
一样，每天上学、放学、写作
业、考试……

看起来好像顺利，但这
中间经历的磨难常人可能无
法体会。由于双手不方便，写
字比正常人慢，考试的时候
会出现写不完的情况。“我
心里很清楚我要像正常学生
一样参加中考、高考，竞争的
残酷并不会以为你是残疾人

就会给你开绿灯。”练习写
字的速度对他来说确实很
难，“我记得那时候手都磨
破了，那种锥心的痛现在都
还记得。”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欧
阳猛猛字写得又快又好，甚
至还学会了书法。除了写字，
生活上的不便也有很多，由
于手不灵活，穿衣服、拿筷子
都要练习。在常人眼中非常
简单的事情，他却用了两年
的时间才能勉强的自己夹口
菜吃。

生活上的苦难总是可以
通过努力挺过去，但在欧阳猛
猛看来，走在路上总会有人用
异样的眼光看着你，不懂事的
小孩也会学你走路的姿势，那
种痛苦常人感受不了。“我曾
经无数次地考虑过我来到这

个世界的意义，现在看来，这
一切好像都是上天对自己的
考验。”

人生有苦，自然就会有
甜，支撑他走下去的动力就是
各方面的关心和照顾。父母、
老师、同学、政府……爱的海
洋冲走了苦难和阴霾。

欧阳猛猛告诉记者，在阜
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求学期间，
放学了同学帮他收拾书、背书
包，下雨了帮他撑伞，生病了
把他送到医院，有人冷嘲热讽
嘲笑，他们给他打抱不平。
“我是幸运的，在最美的年华
里遇到了他们。”

奋斗中收获

“我很感谢党和政府对我
的帮助，在求学和生活上给我
温暖。”欧阳猛猛说道。但毕
业之后找工作却四处碰壁。
“这也很正常，残疾人是普遍
比不上正常人的，这也是残疾
人就业难的原因。”曾经的挫
折并没有让他颓废，而是以宽
容的心热爱生活。

后来，欧阳猛猛在人才市
场找到了一个文员的工作，每
天对着电脑重复的做事，枯燥
乏味。“这不是我想要的生
活，我绝对不能这样碌碌无为
了此一生。”欧阳猛猛心里暗
下决心。

就在这个时候，欧阳猛猛
参加了市残联第一期电子商
务培训班的学习，老师们教了
他很多电商方面的知识。“他
学习很刻苦，很用心。”一位

老师表示。
通过这次培训，欧阳猛猛

顺利地开起了一个网店，卖一
些零食和特产。万事开头难，
开始的几个月销量很少，由于
单量不多找快递谈合作也谈
不下来，物流成本高直接会导
致产品竞争力的下降，生意越
来越差，形成恶性循环，遇到
了突破瓶颈期。

网店要生存下去不盈利
不行，后来欧阳猛猛做了一
些营销，产品的销量得到很
大提高。网店的等级也从一
颗星、两颗星到一个钻、两个
钻。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
了徐州一家酱料厂的总经理，
沟通之后开始了合作。排骨、
鱼、龙虾酱料产品很快得到了
客户的认可，一年的时间饭店
客户就有 200 多家，遍布全国
各地，而且走出了国门远销东
南亚。

如今，欧阳猛猛与杜集区
电商产业园进行了合作。“快
递、货源、仓储、管理、运营，这
些优势资源在电商产业园整
合以后，更好地服务了我们电
商企业，快递和仓储成本也降
低了不少。”欧阳猛猛表示，
杜集经济开发区很重视电商
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一群奋斗的电商人聚在一
起很开心，相信未来会越来越
好。”欧阳猛猛告诉记者，截
至目前，他的网店销量已达
12000 单左右，销售额达到了
100 万元。

连日来，被濉溪县双堆集镇张圩
村民誉为“五朵金花”的扶贫干部赵
丽、张丽、金珊、王瑞雪、李梦雅，按照
“加强联系、建立信任、增进感情、携
手算账、谋划未来、摆脱贫困”的要
求，加班加点走进贫困户家中，逐条逐
项对扶贫相关政策进行核查，详细了
解贫困户的生产生活现状，帮助他们
转变思路，树立信心，尽快找到适合自
家脱贫致富的路子，努力做细夯实脱
贫攻坚工作。

“赵丽把俺拉上脱贫路”

“赵丽主任不仅帮俺家找到了脱
贫的路子，还帮俺家打扫卫生、干些农
活、联系羊草，虽然俺家去年脱了贫，
她还是像走亲戚一样，隔三差五地来
帮着俺，把俺拉上脱贫路。”张圩村韩
庄村民韩同亚的妻子尹侠逢人就夸赵
丽。2015 年，尹侠因残被列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村委会副主任赵丽负责包
保该户，今年她家的养羊收入、种植收
入和养殖补贴、低保金、残疾补贴、残
疾护理补助、生活补贴等算起来达 3
万多元，且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及
安全饮水。尹侠的脸上满是笑意：“实
现了稳定脱贫，这与赵丽的辛勤帮扶
是分不开的。”

“张丽攀了俺这门穷亲戚”

张丽是张圩村扶贫专干，在东小
白庄贫困户白成学的眼里，她就是自
家一门亲戚。“包保俺家扶贫的干部
其实不是张丽，是她主动来攀俺这门
穷亲戚的，是她为俺家找到了脱贫路
子。”白成学介绍说。2016 年，因儿子
患白血病白成学家被确立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为了治病借了很多钱，欠债的
压力让白成学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信
心。

这时，张丽多次上门，给他做工
作，鼓励他勇敢面对现实，勇敢面对困
境，并为他家办了低保，牵头申请加入
种植合作社，从事特种高效农作物种
植，让他家有了稳定的收入，成功脱了
贫。

“金珊为俺家的增收着想”

在张圩村白大庄白现元家的羊

圈里，几十头山羊膘肥体壮、欢蹦乱
跳，十分喜人。因病和缺少劳力，白现
元家庭于 2014 年被纳入贫困户，包保
他家的扶贫干部是村后备干部金珊。
白现元说：“金珊的工作可认真了，虽
然俺家 2016 年就脱贫了，她还是一心
为着俺家的增收着想，给俺办了一大
堆好事和实事。”

白现元家享受了贫困户危房改
造、户改厕，免缴了医保费个人部分、
家庭医生签约费，一年两季还抽调参
加秸秆禁烧，并安排护林护路岗位，领
到了养殖补贴 5000 元。现在，白现元
两口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王瑞雪就像‘及时雨’”

“只要农活下来，王瑞雪就像‘及
时雨’一样，总会来俺家帮着干一些
活。”一夸起包保她家的扶贫干部王
瑞雪，张圩村沟头王庄贫困户刘喜梅
没个完。身患肢体残疾的她本来就给
家庭带来不少负担，2016 年她的爱人
王先富又因一次意外车祸导致颅脑损
伤而致残，从此家里因缺少劳力一下
子陷入困境。

2017 年，刘喜梅家庭被确立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该村安排计生专干王
瑞雪结对子帮扶她家。刘喜梅说，低保
救助、残疾补贴、智力扶贫、入股分红、
种植补贴等一件件国家扶贫政策，让
她家经济收入有了保障，王瑞雪的帮
扶让她家多了一个帮手，从此生产生
活都不愁了。

“李梦雅就像俺亲闺女”

2017 年，王槽坊庄的王加礼因家
庭缺少劳力，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村后备干部李梦雅结对子包保他家的
扶贫工作，从此家里如同多了一个
“闺女”一样，农田里、菜园里、庭院里
处处都留下了她的身影。

“现在村里工作很多，再忙李梦
雅也会抽出时间来俺家帮忙干些活，
给俺减轻不少负担。”王加礼说。去
年，他家脱了贫，当时认为李梦雅不
会再来了，没有想到今年来得更勤
了，还帮着他家申请了 2.5 万元的危
房改造项目，帮着牵头合作社让他家
种植 5 亩软籽石榴、5 亩黑花生，家庭
实现了 “两不愁三保障” 及安全饮
水，有了稳定的收入，不再为返贫而
担忧发愁了。

扶贫路上的“五朵金花”

左起为李梦雅、赵丽、张丽、王瑞雪、金珊。

残疾小伙成“电商达人”
———杜集区罗里村欧阳猛猛直面生活挫折勇追梦

手指在电脑键盘上

翻飞，不时拿起手机接收

着淘宝货单，宽敞的客厅

堆满了即将“飞”向全国

的酱料，不大的卧室里挂

着许多帅气的照片，农家

小院爬满绿植。如果不是

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布

置这样一个家的主人是

一位重度肢体残疾人，你

也更难想象就是他的网

店达到年销百万的业绩。

他叫欧阳猛猛，杜集

经济开发区罗里村人,一

个肢体残疾人，一个新时

代电商人，一个敢于直面

生活挫折的“追梦人”。

欧阳猛猛在核对买家的订单信息。

欧阳猛猛接受网店指导。

■记者 邹晨光

■记者 吴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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