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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孙少雄

列车停靠在新疆喀什站台，自治区妇联
干部张娜迫不及待走下火车，快步赶往附近
的乃则尔巴格镇前进村，近 20 个小时车程带
给身体的乏累很快一扫而光，她已经准备好
一会儿要和“亲戚”布阿依夏木·阿布都热依
木欢度春节。

新春佳节来临，新疆各级干部选择下沉基
层，“访民情 惠民生 聚民心”驻村工作队坚
守岗位，为的是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带往基
层，并与当地各族群众共同感受浓浓的年味。

2017 年，张娜和布阿依夏木在新疆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结对认亲，此后
每隔两个月张娜都坐着火车从乌鲁木齐到
喀什，在村里与布阿依夏木同吃同住同劳
动，平日里两姐妹也常常视频通话唠家常。

“你看，这个面皮要这样对折，一点一点

地捏紧。”一起观赏完村里精彩纷呈的文艺节
目，张娜在案板上铺开面粉，开始教布阿依夏
木包饺子。

布阿依夏木兴致盎然，不一会儿便端出
一盘形态尚可的水饺，“张娜姐舍弃与家人团
聚的时间，到农村来和我们过年，饺子煮好了
要让她和一同来的干部们先吃。”

除夕恰逢周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和田
市吐沙拉镇玉和村缓缓升起，村民们齐聚村
委会大院高唱国歌，升旗仪式结束后，大家纷
纷回到房屋院中打扫卫生，挂灯笼、贴春联，
喜迎春节。

一个月前经由驻村工作队推介，村民图
然妮萨·麦麦提敏在和田市区的一家夜市摆
起凉面摊，收入可观。为了表达感谢与祝福，
她特地铺起干净桌布，在果盘里摆上新买的
糖块干果，招待前来走访拜年的驻村工作队
队员。

图然妮萨说：“过去冬天农闲没什么事
做，现在大家为春节忙前忙后。村里就是工
作队的第二个家，既然队员们没回家，就和

我们一起过节，像在家一样。”

晚上八点，春节联欢晚会华丽开场，玉和
村村民艾比布拉·艾合买提面朝电视难掩激
动，虽然春晚已走过 36 个年头，但这位 69 岁
的老党员还是第一次收看，“过去村子闭塞信
号差，能搜到的电视台没几个。”坐在一旁的
自治区审计厅驻村第一书记王军，不停地宽
慰着艾比布拉。

为了让更多村民看上春晚，融入新春
佳节，王军带着村干部采购了 224 台电视
及机顶盒，在春节前分发给村里的贫困户、
老党员，并细心为大家调试配置。王军说，
不能回家和妻儿父母一起过年确实有些遗
憾，但驻村工作责任重大，去年大家努力工
作，全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0 . 16%，今年春节
坚守岗位，为的是让群众有更加丰富多彩
的文化生活。

新华社乌鲁木齐 2 月 8 日电

南疆乡村年味浓 干群同聚一家亲

本报记者陈尚才、王沁鸥

风雪漫卷，朔风劲吹。喜马拉雅
山腹地，在平均海拔 4100 米的西藏
阿里地区札达县楚鲁松杰乡，次仁
顿珠院长在乡卫生院里清点好药
品，将 4 个大箱搬上汽车，锁门、发
动汽车，开始了又一次巡诊跋涉。

和他 6 年前初到此地时的那个
冬天一样，风雪狂，路难行。但这样
的工作生活，他和 3 名同事已习以
为常。

汽车在上山下坡的盘山村道上
颠簸近 60 公里后，终于停在了巴卡
村卡热组阿孜牧场。这是一处雪山
深处的冬季牧场，海拔 4000 米以
上，19 户牧民迁徙至此，各家轮班
放牧组里的 287 头牦牛。

“去通知大伙，可以来看病拿药
了！”次仁顿珠对组长洛色德瓦说。

牛粪堆前，藏毯铺开，药品摆
上，医生们席地而坐，开始问诊。不
一会儿，越来越多的群众就围住了
他们。

“安吉拉(藏语：医生之敬语)，
我最近腿疼得厉害，还总头晕，您给
开点药吧。”70 多岁的谢朗多吉弓
着腰，向次仁顿珠医生诉说着病情，
白发被风吹得有点儿乱。

次仁顿珠一边看病给药，一边
叮嘱用药量，给所有人看完病已是
黄昏时分。随后，他还要入户为家庭
医生签约患者测血压、血糖并随诊。
这样的“巡诊”每月两到三次，医生
到哪里，哪里就是卫生院。

藏医格桑多吉 2018 年刚调任
到此时，对这种“流动医护”很不解：
为什么群众不能到乡卫生院来看病
呢？“我们这里山大沟深，路不好走，

没有手机信号，群众去乡里看病路
途危险，不太现实。”洛色德瓦解释
说。

山中的医疗条件，山外的人很
难想象，有时遇到急难病症，甚至需
要出动直升机紧急转运。次仁顿珠
清楚地记得，到达楚鲁松杰乡的第
二年冬天，一辆工地车辆在阿孜牧
场附近冲下山崖，车中仅一人生还。
在事发现场，他和同事扎央发现生
还者八根肋骨骨折，只能紧急协调
直升机，用 40 分钟送到了阿里地
区。次仁顿珠回忆，升空后机舱里特
别冷，噪音也大，他一边给伤者加盖
被褥，一边不断鼓劲：“没事，你可以
活下去！”

这样的空中救援几乎年年都有。但“流动卫生院”才是“孤
岛”里干部群众随时可以依靠的“生命保护伞”。“风雪不定时，
但安吉拉们总会准时到。”洛色德瓦说。

平常，次仁顿珠和藏医格桑多吉会带着护士分别去不同
的村庄、牧场，有时请乡政府派车，有时蹭入户干部的车。饿
了，就用牛粪烧茶，吃点糌粑，或在群众家里吃口风干肉，然
后继续前往下一个村组。若遇到雪厚封路，就只能骑马去巡
诊。

2014 年 3 月底，一场暴雪突降，车辆无法通行。巴卡村
巴角组村医达瓦次仁便牵了 15 匹马，专程到乡政府来接医
生和药品。“第一次骑马，总觉得会从马背上掉下来。”次仁顿
珠回忆说，马队在如许藏布江中来回穿梭，河水很深，打湿了
裤子，大家笑话他像个蹲在马背上的猴子。就这样蹚河翻山，
清晨出发的一行人傍晚才到达巴角组。这次巡诊，往返 8 天
时间，给次仁顿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雪封山，牧场村落缺
医少药，“即便天上下冰雹，我们都必须准时到，因为群众在等
待。”

藏医格桑多吉调任到楚鲁松杰乡才 6 个月，已跑遍了乡
里的两村四组 131 户人家。“每到一个组，群众都特别尊重医
生。”他说，松杰组的曲尼卓玛多病缠身，给她把脉后开了多种
藏药。后来，曲尼卓玛病情有所好转，逢人就说：“这个藏医水
平高！”“今年是第一次在大雪封山后坚守岗位，也是第一次品
尝在‘孤岛’里生活和工作的艰辛。”格桑多吉说，“但看到群众
渴望的眼神，就觉得一切都值。”

“乡里条件艰苦，巡诊路上也危险重重。但群众看病更不
易，需要几个像我们这样的人来坚守。”次仁顿珠说，6 年时光
已让他习惯了山里的生活。

数年间，先后有 6 人奔赴楚鲁松杰助力边境基础医疗事
业。他们背着医药箱、拉着药品，行走在楚鲁松杰的条条村
道、个个村落和每个牧场，为“孤岛”里的人们架起了生命的
“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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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边笔记

春节期间，各地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展示相同
的年味。图为河北正定县，缤纷的电子烟花给人们
带来一道视觉盛宴。 新华社发（陈其保摄）

相同的年味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8 日电(记者杨喆)这
个春节，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建民乡建兴
村农民郑树军最惦记的不是年夜饭，也不是
走亲访友，而是圈舍里的 70 多只孔雀。

“这可是我们村的‘金凤凰’！”在郑树军
家，他指着孔雀笑着对记者说。

记者在一间圈舍里看到，十多只蓝颈褐
体的孔雀分别栖息在地面上、台架上，翠绿的
羽冠和飘逸的尾屏格外显眼。

“以前只在电视里看见过孔雀，养孔雀可
是想都没敢想过。”郑树军说，不光他没见过，
村里也没几个人见过。

一次偶然的机会，郑树军打听到养殖孔
雀很赚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2018 年 4 月，
他投资 5 万余元，购买了种雏 11 只，改造了
自家的仓库，办好了执照，便养起了这种村民
眼里的“稀罕物”。

“以前村里都是养鸡养鸭，养个鹌鹑就算
少见的了，养孔雀可是头一遭。”建兴村党支
部书记姜公杰说。

没见过孔雀的村民们，纷纷到郑树军家
里参观。为了让孔雀能安静下蛋，郑树军不得
不在大门口挂了一个“下午 2 点到 5 点谢绝
参观”的牌子。为了防疫，村民来参观也只能
开个小门在外面看。

“养这玩意儿能行吗，别再赔了。”最开
始，村民们没少质疑。

郑树军却早已算好了账：一只孔雀一个

月能产 25 只蛋，一个最少能卖 100 元，一
年产蛋期四个月，就是一万元，20 只雌孔
雀，一年光卖蛋就是 20 万元。

“孔雀一身都是宝，除了卖蛋，还可以
卖雏、卖羽毛，最后还可以整只卖。”郑树军
说，长的羽毛 15 元一只，短的也能卖到 10
元。

起初，为了寻找销路，郑树军也曾犯过
愁。他曾只身到南方多个地区打听销路。郑
树军说，南昌的一家企业接待他后，也曾怀
疑过，最终他用执着打动了对方，签下了订
单。

养殖过程中的烦恼也不少。开始时，由
于缺乏经验，一只孔雀雏被老鼠咬死了，一
只也因吞下钉子而死亡。“那时没少着急，
后来就慢慢摸索出来了。”郑树军说。

第一次看到孔雀开屏时的场景，郑树
军记忆犹新：“感觉太漂亮了，就觉得为了
看个开屏也算没白养。”

如今，尝到“金凤凰”致富甜头的郑树
军，也想着让身边的村民一起富裕。

“和村干部商量后，我们准备用分散养
殖的方式，免费发放幼雏给村民，养大后我
再帮着回收。”郑树军说。

“产业就得差异化，还得因地制宜，才
能更好发展。”建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姜鸿
说，现在村里也准备把孔雀产业作为特色
产业来抓，让“金凤凰”惠及更多农户。

孔雀“东北”飞，致富有奔头
新华社兰州 2 月 8 日电(记者屠国玺、成

欣)新春时节传来喜讯：新脱贫户马么乃家的
一只“扶贫牛”诞下三只壮实的牛犊。这让马
么乃高兴得合不拢嘴，喜讯也很快传遍整个
村庄。

马么乃家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
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是国家级
贫困县，也是甘肃省脱贫攻坚的重点县。前几
年，马么乃一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邻居马进良是村里养牛的老把式，却也
没见过“一牛生三犊”的情况。“前些阵子我看
他家的母牛肚子不一样，怕是双胞胎，今天产
下来更是意外，一牛三犊，这是村子里从没听
过的奇事。”

养牛前，马么乃一家靠种地为生，但种的
小麦和油菜刚够自家吃。为了生计，他在农闲
时节外出打短工，但“收入却始终游荡在贫困
线下”。他家堂屋里最醒目的地方张贴着女儿
的奖状。“全家过好日子的希望都寄托在子女
身上，总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

脱贫攻坚帮助他把命运重新掌握在自己
手中。结对帮扶的乡村干部一次次往他家里
跑，帮他出主意，帮他解决难题。得到许多关
照后，他终于换了想法，下决心做些事。

2017 年的一件事对马么乃影响很大。当
地政府发放精准扶贫产业补助，帮他家购买
了一头基础母牛，农技部门派专人指导他养
殖。第二年，这头“扶贫牛”就产下一犊，半年

后牛犊卖了 7000 多元。

马么乃回忆此事至今仍很兴奋。“生活
有希望了！一定要干好！”

此后他仿佛变了个人：给牛喂药、打
针、配料……从没养过牛的他一点点学起。
由于经验不足，经常碰到养殖上的问题，他
就向合作社里请来的畜牧专家虚心求教养
殖技术，一心要把牛养出名堂。

“现在每天早上五点多就醒来，看到满
圈的希望，浑身是劲。”指着牛棚里大大小
小的 8 头牛，马么乃掰着手指开始算账了：
顺利的话，今年可以出栏 5 到 6 头牛，销售
收入 5 万多元，除去成本，利润 3 万元左
右。“没想到我这个小农民也可以变身产业
户了！”马么乃高兴地跟记者说，2018 年
10 月，全家人彻底告别了贫困。

积石山县畜牧局副局长张天昌介绍，
近几年积石山县大力推行“粮改饲”，农户
分散养殖和专业合作社养殖共同发展，全
县牛养殖数量和收益实现了较大规模增
长。贫困户通过政府的牛产业扶持奖补，家
家都有增收渠道，户户收入都有增加。

抱着牛犊，马么乃思忖着，开春能不能
购置更多基础母牛。他还有一个新年愿望：
希望今年能给村里也做点事，把养牛技术
传授给和他条件类似的村民，一道共同致
富。马么乃说：“现在政策这么好，只要不等
不靠，踏踏实实地干，总能过上好日子。”

“一牛生三犊”，老马劲更足

▲村民在新疆喀什市乃则尔巴格镇前进
村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上表演（2 月 4 日摄）。

新华社记者孙少雄摄

新春伊始，各地不少农民已经开始
忙碌,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图 1：2 月 9 日，河北省沙河市农民
在大棚内打理盆栽蔬菜。当日是正月初
五，沙河市农民已开始在大棚内采收、管
理作物。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图 2：2 月 8 日，山东省烟台市福山
区回里镇东黄山村农民在给大棚樱桃授
粉。 新华社发（申吉忠摄）

图 3：2 月 8 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
县星宿乡棕树村的村民正在翻地。

新华社发(罗大富摄)
图 4：2 月 8 日，广西来宾市六巷乡

六巷村农民赵有福（后）与妻子盘丽红在
中药材育苗基地大棚给种苗松土、除草。

新华社发（高如金摄）

▲楚鲁松杰乡卫生院院长次仁顿珠(右)在给楚鲁松杰乡
巴卡村卡热组阿孜冬季牧场的牧民索朗多吉测量血压(2018
年 12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陈尚才摄



  

事
忙

新
春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