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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记者田建川、丁怡全、夏
军)在云南大山里走 4 公里多山路来到学校教室的
“冰花男孩”，穿着臃肿棉衣站在村口等候爸爸打工回
家的湘西孩子，大雪中背着弟弟走山路的大凉山男
孩……天寒地冻的岁月里，他们曾让无数人感动落
泪。

又至岁末年初，这些孩子们过得怎么样了？生活
有哪些变化？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对他们进行了回
访。

“冰花男孩”：如今上学只需走 10 分

钟水泥路

“冰花男孩”王福满，是在去年年初突然“走红”的。
这个家住云南省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村的孩子，为赶
上期末考试，在零下 9℃的环境中走了约 1 小时山路。
走进教室，一张头顶冰花、脸蛋通红、衣着单薄的照片
令无数网友动容。

如今，王福满再也不用走那么远山路上学了，他家
从大山深处搬了出来，在路边新建了二层砖房，门口就
是水泥路，只需 10 分钟左右，就能走到转山包村力辉
苗圃希望小学。

已读四年级的王福满，没有因网络走红而受到太
多影响。“老师也很注意把外界影响降到最低。”力辉苗
圃希望小学校长付恒介绍，王福满现在学习依旧在班
上名列前茅，“数学成绩在班上排前三，五科综合成绩
全班前五，目前担任班里的劳动委员，和同学们的关系
也很好。”

“小福满一家人的生活都走着上坡路。”转山包村
委会党总支书记耿涛说，孩子父亲正在工地打工，每天
收入约两百元，一家人生活都在慢慢变好。

“冰花男孩”的故事让各级政府和网友们对山区学
校的环境更为关注。力辉苗圃希望小学的环境也有了
很大变化。“每间教室里都增设了 4 个大功率的电暖
器，只要学生需要，就打开供暖。”校长付恒说，变化最
大的是学校宿舍，过去住宿条件差，且铺位少，才导致
很多距学校四五公里的学生不得不走读。如今，学校已
经新建了宿舍，学生的被子都是加厚的，宿舍还备有防
冻疮的药品。全校 130 多名学生，将近一半都已经住进
了学校宿舍。

1 月 7 日下午，王福满结束了最后一门考试，正式
放假了。

“3 岁的等待”湘西男孩：在村里上

了幼儿园

年关之时，多少离乡的人们，盼着与久别的亲人团
圆。2017 年初，记者的相机定格了这样一个瞬间：一个
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男孩，站在村路的尽头，等待在
外打工的爸爸回家。《3 岁的等待与 33 岁的归途》———
这张照片曾让无数网友泪奔。

两年过去了，昔日的男童如今 5 岁半，在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溜豆村上幼儿园，每
天和 20 多个孩子玩得很开心。父亲石欣告诉记者，

幼儿园的孩子大部分跟自己儿子一样，都是留守儿
童。

所幸如今互联网发展得快，外出打工的村民几乎

都用微信。“幼儿园老师经常把孩子们一起玩耍的视
频，发到家长微信群里，以解我们的相思之苦。每次想
儿子时，我就让老师给我多发几张儿子的照片。”石欣

说。
如今，石欣仍然干着油漆工，但他今年 6 月离开

了原来在广州的工厂，到广东清远和老乡一起接活
干。相比之前，加班少了，每月也能多挣一两千块，更
重要的是他能挤出时间多回家看看儿子。2018 年儿
子生日时，石欣专门赶回家，带着儿子去赶集、逛县
城，给儿子买了一个半人高的变形金刚。

从家里离开的时候，儿子嘟哝着小嘴，但没
有哭。他只是问石欣，爸爸，你去哪？石欣说，爸爸
去打工。他“哦”了一声。“儿子心里是有点小失落
的，他不想让我走，但没办法。”石欣说，父母不会
用智能手机，其他亲戚有空时，石欣会与儿子微
信视频聊天，儿子每次都问：“爸爸，你什么时候
回来？”

再过不到一个月，石欣就可以回家见到儿子
了。他想能有更多时间陪孩子长大。“希望儿子健康
长大，平平安安。”石欣说。

大凉山雪地“背弟弟”的小哥哥：

家里正在建新房

2018 年初，天寒地冻，大凉山 9 岁半的孩子
吉觉吉竹，背着 1 岁半的弟弟冒着大雪下山，前往
易地扶贫搬迁的外公家。图片《下山，哥哥背你去
新家》记录的兄弟情让人泪目，易地扶贫搬迁后的
新生活令人欣喜。

在贫困的大山里，许多年幼的孩子都和吉觉
吉竹一样，经历了生活的重重考验与磨砺。也在
国家扶贫行动中一天天成长，迎接着美好的未
来。

在当地村干部的帮助下，从山上搬下来不到一
个月，吉觉吉竹就顺利地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越
西县南箐乡中心学校读书了。吉觉吉竹就读四年
级，读书努力，但也贪玩，学习成绩在班上属于中等
水平。他的小弟弟跟着母亲在家，一家人开启了新
生活。

从山上搬下来前，吉觉吉竹一家居住在越西
县申果乡达布村。这个村海拔 2800 米，环境恶
劣，距离县城 80 公里，坐班车要 5 个小时。随着
国家脱贫攻坚的深入，大部分村民已易地搬迁到
了紧邻县城的新村。吉觉吉竹一家脱贫后，脱贫
不脱政策，他们仍享受到了 3 万元彝家新寨建房
补贴。

吉觉吉竹的父亲吉足什日这几年打工，攒了点
钱。2018 年，他在山下购买了一户土墙房，并将土
墙房拆除，在原址上修建新房，房屋占地 82 平方
米。吉足什日说，他打算将房子建成“一楼一底”，前
面有一个小院坝。如今，新房的底层已经基本完工，
再过几天就要修上面一层了。

新房就在公路边上，离现在的沙苦村易地移
民搬迁集中安置点只有 200 多米的距离。吉足什
日说，这样很方便和村里的亲戚朋友相互走动。新
房子离县城只有 7 公里，交通也很方便。

吉足什日说，一家人生活正越来越好。

那一瞬间感动我们的孩子，现在过得怎样了

新华社兰州 1 月 9 日
电(记者屠国玺、成欣)在秦
巴山区深处的花桥村，5 6
岁的村民张永新每天推开
大门就能望见不远处的青
山。岁末年初，他盘点了自
家的收入：红火的乡村旅游
让他一年收入 4 万元。

和张永新一家一样，花
桥村 200 多户群众从乡村旅
游发展中受益，实现了整村
脱贫。

花桥村所在的甘肃省陇
南市康县长坝镇地处秦巴山
区深处，山大沟深，交通不
便。20世纪 80 年代，当地许
多群众出门只能步行。张永
新记得自己 20 多岁时，和其
他五个年轻人一起拉着“架
子车”，徒步行走百余公里贩
运粮食。“交通不便，粮食产
量也不高，我们一直在为能
吃饱肚子而挣扎。”

而现在，国家的大力投
入让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
大幅改善。前几年当地通了
高速公路，下高速后十分钟
车程就能到村里。2018 年
上半年，80 公里外的机场
也通航了。通过美丽乡村建
设，花桥村这个曾经贫困的
小村庄已经发展成 4A 级旅
游景区。

交通便利，“开门见山”
成风景，游客纷至沓来。在花
桥村，许多贫困群众的生活
已经由“吃不饱、穿不暖”变
成了“住新家、有新业”。

张永新家原来只是靠几亩薄田过生活。如今，
乡村旅游越发红火，张永新摆摊卖起了当地的特色
小吃油茶和土蜂蜜，还把新建的二层楼租给别人开
客栈，“去年我们通过卖土蜂蜜、出租房子赚了四万
块钱。”

“过去一心只想着吃饱，现在想着越干越好。”张
永新说，花桥村已经实现了整村脱贫。村里 15 个开
农家客栈的村民正在联系帮扶其他村的贫困群众，
每个人对口帮扶 2 至 3 户。

在甘肃，许多村庄正和花桥村一样通过发展旅游
脱贫致富。相关统计显示，2018 年，甘肃省 1196 个贫
困村被列入文化旅游扶贫重点村计划，贫困地区乡村
旅游扶贫培训实现了全覆盖，全年带动 3 . 09 万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13万贫困人口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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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1 月 8 日电(记者李松)寒冬时节，地
处武陵山区的重庆武隆区户外温度已接近零摄氏度，
但武隆区火炉镇卫生院门口却挤满了人。来自山东济
南市的 20 多名医疗专家集中义诊，吸引了十里八乡的
农村群众。

济南医务人员带着设备、技术来到武隆，正是得益
于山东重庆卫生与健康扶贫协作的支持。以医疗帮扶、
人才支援为重点，近年来，济南派出重点科室专家，推
动贫困山区医疗卫生发展。

医疗协作要落到实处，人才帮扶是重点。去年 5
月，来自济南市中医院的主治医师王锡被派遣到武隆
区中医院开展技术帮扶。短短半年多时间，这个操着浓
浓山东口音的医生，就凭着过硬的医疗技术，在武隆收
获了一批“粉丝”。

一天夜里，王锡接到一通来自患者家属的求助电
话，原来是刚满周岁的孩子发烧、呕吐，一家人急得不
行。听说中医院来了个济南大夫很不错，于是半夜打电
话求助。

王锡立即让患者往医院赶，经过 40 多分钟推拿等

治疗，孩子病情有了缓解。第二天早上，患者体温降了
下来，一家人也就安心了。

在日常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之外，济南医生
团队还搞起了“导师 +学员”传帮带，提升基层医
生诊疗水平。其中，王锡就将自己掌握的中医经
典验方，在临床一线教授给武隆区中医院的同事
们。

来自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赵世义和章丘区人民
医院的苏磊，则擅长肿瘤精准治疗。在挂职武隆区人民
医院副院长期间，两人发挥所长，帮助医院新设置了肿
瘤专科，并指导规范肿瘤治疗流程，让患者就近就能获
得专业治疗。

据了解，按照鲁渝扶贫协作实施规划，2019 年济
南市第三人民医院、济南市中医院等医疗机构还将选
派医疗专家组，到武隆挂职、带教，帮助打造一批重庆
市级重点专科。

“济南的专家我们请进来，本地的医务人员我们也
要送出去，增知识长本领。”武隆区卫计委主任罗重阳
告诉记者，为解决基层卫生技术人员能力薄弱问题，区

里已先后派出 10 名医务骨干到济南市对口医疗机
构进修学习，涉及创伤急救、儿科、妇科、针灸理疗等
多个科室。

除了对医疗机构进行技术帮扶，参与鲁渝协
作的医务人员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深入农
村一线，将优质医疗服务、健康教育带到困难群众
身边。

近段时间，赵世义就经常来到武隆区最偏远的
后坪乡巡诊看病。“作为医生，不熟悉当地的生活环
境，不了解村民的身体状况，谈何帮扶呢？”赵世义告
诉记者，除了“看得上病”，还要“保健康”，指导农民
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好健康预防，更能节省医疗
支出。

通过进村入户实地走访，赵世义发现，一些山区
群众由于长期在粉尘环境下作业，且过度吸烟，呼吸
道疾病多发；有些群众腌制、辛辣食物摄入过量，也
容易引发消化道疾病。“这些都需要对工作环境、生
活方式多加干预，是下一步我们实施健康扶贫的工
作重点。”赵世义说。

“鲁渝协作”助武陵山区贫困群众病有所医

进入冬季，贵州省贞丰县永丰街道办事处所在地
必克村天黑得早了。下午 6 点 20 分，天色暗了下来，扶
贫队员们陆续从村里回来，街道办的院子逐渐热闹起
来。

永丰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窦万文说，必克村地
处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区，虽然这里的地势要比周边
地区平坦一些，但土地很贫瘠。过去农民看天吃饭，勉
强温饱，青壮年劳动力多半外出打工。脱贫攻坚最后
的决战在即，扶贫队员丝毫不敢懈怠，吃住都在街道
办。

今年 45 岁的唐平不但是必克村脱贫攻坚“前沿指
挥所”指挥长，也是扶贫队的“管家”。她除了要调度安
排帮扶小组的工作，还需要解决驻村队员的吃住问题。
“伙食费大家一起凑，一盆菜，一锅汤，几小碗蘸水，煮
成一锅大杂烩，既方便省事，也不失味道营养。”唐平
说。

唐平的电话响起，她径直走向院坝的一角。据了
解，作为扶贫队员的唐平包保 4 户贫困户。

晚 7 点，永丰街道办食堂外面的大灯被点亮，院坝
支起 4 张桌子，扶贫队员们逐渐围拢过来。在冬日的寒
风中，大伙围着汤锅吃饭。由于凳子不够，大多数人都
是站着吃饭。

“一天走访下来确实很疲惫，但当大家回来一起交
流，疲惫瞬间被驱走了。”24 岁的扶贫队员余娟娟说。

在街道办院坝，记者还见到一名“特殊”的扶贫队
员，她就是 29 岁的朱玉，两个孩子的母亲。之所以“特
殊”，是因为她背上的孩子才 7 个月大。

朱玉来自贞丰县文化馆，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准备
给哭闹的孩子喂奶。

朱玉说，贞丰县文化馆共有 12 名工作人员，除了
1 人长期驻村外，剩余的 11 人要轮流下村。“这里有很
多布依族群众，虽然有些时候交流起来语言不太好理
解，但基本情况都能摸清楚，帮扶措施也能及时反馈对
接上。”她说。

晚上 8 点左右，吃完饭的扶贫队员们陆续散去，队
员们三三两两走向街道办二楼会议室，当天的情况研

判会开始了。
“明天省里的交叉评估组就要到贞丰了，大家这

段时间以来的工作扎实与否，就要开始接受检验
了。”必克村村支书杨斌开了头。

贫困户信息是否存在遗漏、变更是否及时、帮
扶措施到不到位……收集的这些问题，明天要拿
出什么样的对策解决落实，泛黄的荧光灯下，队员
们显得格外严肃认真。研判会在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的讨论声中进入尾声，此时已是晚上 9 点半，队
员们起身收拾好桌上的信息表，结束了一天的工
作。

“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在加速，低效的玉米、土
豆等逐渐退出，转换为木耳、桑叶、优质糯稻等产
业。”窦万文说，近年来，以脱贫攻坚为契机，必克村
的农业结构正在发生转变，贫困村的“帽子”终将被
摘除。

(记者施钱贵、汪磊)
新华社贵阳 1 月 9 日电

贵州山村，一个脱贫攻坚“前沿指挥所”的夜晚

左图：2018 年 1 月 10 日，王福满在零下 9℃的天气，赶 4 公里多山路到学校考试。（图片来自网络）
右图：近日，升入四年级的“冰花男孩”（右一）和同学们一起晒太阳。 （徐前摄）

左图：2017 年春节前夕，石欣的儿子在村口等待他回家。 新华社记者梁旭摄
右图：石欣的儿子（右一）在村里的幼儿园和小朋友玩耍。 （石欣供图）

左图：2018 年初，吉觉吉竹背着弟弟下山，前往申果乡沙苦新村的外公家。 新华社记者田建川摄
右图：吉觉吉竹和家人从山上搬迁后，在新家附近的学校就读。 （陈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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