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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有一个人，从经济发达的珠
三角地区，自愿到深度贫困地区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参加东
西部扶贫协作，并主动将期限从
半年申请延长至 3 年。

有一个人，从小生活在条件
优越的大都市，如今却背着背
篓，行走于悬崖峭壁间，送医进
山达 300 多次，足迹遍及丙中洛
高山峡谷间的 46 个村小组，整
整走了 4 轮。

麻花辫，白大褂，像一缕高
原阳光，传递着清澈、温暖的大
爱力量——— 2019 年春节前夕，
记者跟随广东珠海“背篓医生”管
延萍跋山涉水、进村入户。怒江
两岸木棉花开，随处可见一树树
火红，灿若朝霞……

一个个悬崖，挡不

住最热切的守望

贡山县丙中洛镇东临碧罗
雪山，西依高黎贡山，怒江由北
向南贯穿全境，形成两山夹一江
的雄奇地貌。这是怒江最偏远的
乡镇，北邻西藏察隅县。记者从
昆明坐车出发，一路颠簸，拥堵
难行，遭遇受困大峡谷、头顶滚
石惊魂等事件，花了整整 3 天才
赶到这里。

碧汪村位于碧罗雪山腹地，
海拔 2000 多米，沿途要翻越两
座大山。

进村的山路几乎挂在云遮
雾绕的悬崖峭壁上，许多地方是
五六十度的陡坡，沿着骡马踩出
来的脚窝窝，手脚并用才能上
去。其中一段路凿在千仞绝壁
上，低矮逼仄，两匹马驮着生活
物资过不去，管延萍和同事帮赶
马人从驮马卸下行李，肩扛手
提，吭哧吭哧走过这段窄路，再
将行李重新装上马背。

今年 51 岁的管延萍是珠海
市金湾区三灶医院妇产科副主
任医师，从医已有 28 年。2017 年
3 月，她作为金湾区第一批对口
帮扶贡山县的驻点医疗卫生人
员，奔赴贡山县丙中洛镇卫生院
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工作。

管延萍和同事们穿着白大
褂，背着绿色的竹背篓，一步一
步跟在马帮后面。背篓里装的是
心电图机、就诊包等医疗器械，
这些是他们最心疼的宝贝，不能
用马驮，必须自己背进大山。

2017年管延萍从珠海来到丙
中洛镇，在她的培训下，镇卫生院

医护人员才学会使用心电图机、B
超机等。第一次送医进山，管延萍
用一个大纸箱装上医疗设备、药
品，随行的男同事还帮她扛着心电
图机。从未爬过大山的她，硬是端
着那个大纸箱上了半山腰，手指勒
得发紫，累得嘴唇发乌。

下山回到镇里，管延萍便买
了个背篓。此后，她便背着这个装
着诊断仪器、干粮的大背篓，跋山
涉水，上山下乡。有时候年轻同事
还扛 B 超机上山，方便她给病人
做检查。“背篓医生”的称呼，从此
传响。

前方的一段路，必须贴着陡

峭山壁缓慢挪动，脚下就是深不
可测的涧水，咆哮声震耳欲聋，令
人胆战心惊。走过险路，又是一眼
望不到头的连绵陡坡。

大伙儿个个大汗淋漓，50 岁
的管延萍腿脚利索，毫不逊于年
轻人。她告诉记者，第一次进山，
不到十分钟，就气喘吁吁，腿脚发
颤；两年来上山下乡，她现在已经
习惯攀爬悬崖，就像当地人一样。

中途歇息时，性格开朗的管
延萍带领年轻的同事唱起了《贡
山情歌》，这是她们上山出诊时加
油鼓劲的“保留节目”：

“贡山的天蓝蓝，贡山的水绿
绿；贡山小伙帅啰，贡山姑娘美啰。”

歌声悠扬，在皑皑雪山之间
飞翔……

碧 汪 村 的 贫 困 发 生 率
100%，需要整体易地搬迁。政府
已在山下建好新村，村民们正陆
续搬迁下山。村里目前还有 65 名
村民，没有完成 2018 年度家庭医
生签约。

管延萍这次进山的任务，是
与这 21 户 65 名村民签约家庭医
生，同时对村民进行体检。她与一
名护士、两名村医组成一个家庭
医生团队，为签约村民提供基本
医疗、公共卫生等服务。

从早上 8 点半出发，一直到
下午 1 点半，记者和医疗队一起
终于到达碧汪村。

一份份牵挂，传递

最温暖的大爱

碧汪村隶属秋那桶村委会，

村子坐落在一个大斜坡上。村民
们的木板屋，见缝插针地散落在
巴掌大的平地上。

简单吃过午饭，管延萍与同
事在村里的空地上摆好 3 张桌
子，分别进行家庭医生签约、体
检、建立健康档案。管延萍守在中
间桌子旁，负责体检，秋那桶村村
医李振林坐在旁边，充当翻译。李
振林当了 13 年村医，懂怒语、汉
语、傈僳语、独龙语和藏语。

村民们闻讯赶来，越聚越多，
他们好奇地看看心电图机、瞧瞧
体重秤……这和过去相比，已经
有较大改观：以前下乡开展体检，
不少村民害怕查出什么毛病，基
本上没人来。

管延萍进村还有一个任务：
改变当地过量饮酒的习俗。为了
驱寒祛湿，当地人养成了喝酒的
习惯。她心疼地发现，很多村民患
高血压、肝损伤等，都与饮酒太多
有关。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因为
喝酒导致血管爆裂，抢救无效去
世，她每次想起就流泪。

“酒不能那么拼命喝啊！”记
者听见管延萍劝告一名 61 岁的
怒族老人。老人每天要喝 10 斤自
家酿的苞谷酒，导致血压较高，经
常感到头疼头晕。

“每天喝酒不能超过 2 两！”
这是管延萍对村民们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

整个下午，管延萍的身子就
像粘在板凳上，没有起来过，整整
6 个多小时，没有喝一口水，没有
上一次厕所。不知不觉，天已经放
黑，寒风袭人。室外没有路灯，村

民们自发地围上来打开手电筒，
点点灯光刺破黑暗，照亮碧罗雪
山深处的夜诊现场。

夜已深沉，陡坡下一位偏瘫
老人还没做体检，管延萍和同事
决定当晚留宿，第二天直接上门
检查。在村民简陋的木屋里，借着
昏暗的灯光，管延萍一行人泡自
带的方便面当晚餐。

深夜临睡前，管延萍绷得紧
紧的神经才松弛下来，以前因车
祸严重受损的脊椎部位开始隐隐
作痛……

管延萍心疼大峡谷的群众。
按照规定，到怒江扶贫只需半年，
但她主动申请延长至 3 年，因为
“这里生存条件太恶劣，群众太需
要帮助了！”

为了扶贫怒江，她舍弃了很
多：年近 80 岁的母亲罹患糖尿
病、高血压，她无法侍奉；儿子单
独生活，无人照顾……在怒江，还
有许多来自珠海的扶贫干部像管
延萍一样，主动申请延期，为了这
片土地的全面小康。

一点点火红，勾勒

春天最壮丽的灿烂

小查腊村是丙中洛镇唯一的
独龙族寨子，位于海拔 2000 多米
的高山之巅，四周雪山环绕。

1 月 13 日，管延萍和同事带
着特意网购的床垫、被子和新衣
服，再次来到小查腊村，看望严重
精神病患者学罗军。

推开木板门，屋子中央的火
塘烧得正旺，学罗军穿着衣服躺

在靠里侧的床上，听见有人进
屋，下意识地坐了起来，抬头看
见“老朋友”管延萍，咧开嘴直
乐。学罗军的母亲打基告诉我
们，听说管医生要来，儿子一反
常态，一大早就起床等候。

“比上次更干净了，头发也
理了，好棒！”看到学罗军换上
新衣服，管延萍牵着他的手来
到户外。阳光灿烂，远处的雪山
清晰可见，管延萍耐心地为学
罗军剪指甲、洗头发。由于长期
卧床，学罗军的后脑和脖子上
长了很多湿疹。管延萍轻轻地
用酒精擦拭有点红肿溃烂的部
位，再小心涂上药膏。

看见儿子收拾干净换上新
衣服，坐在政府给自家免费修
建的新房前空地上，阳光打在
脸上，显得格外精神，70 多岁
的打基老人高兴得眼眶有点湿
润。

管延萍回忆起初见学罗军
时的场景：封闭在这间黑木屋
里两年多，吃喝拉撒都在里面，
蓬头垢面，害怕与外人接触，始
终蹲在地上来回挪动。她想摸
摸他的手，给他做个简单体检，
根本无法靠近，经过半个多小
时尝试交流，始终没能成功。

学罗军这样的精神病患
者，丙中洛镇有 39 人，管延萍
全部去看过，类似的奇迹也在
接踵发生。

“精神病人其实心里什么
都懂，他们需要的是心理康复。
作为医生，你只要给他生活的
希望，他就有活下去的信心。”

管延萍说。
丙中洛村斯尼当小组的阿

恰今年 51岁，是中风偏瘫患者。
第一次，管延萍去她家给她体检
看病，不厌其烦地讲解注意事
项，阿恰从此记住了管延萍。
下一次，管延萍再到村子，

住在坎桶村子女家的阿恰得知
消息，特地拄着拐杖、拖着身躯
前来看她。两个村子之间是崎
岖的山路，正常人走都要半个
小时。见了阿恰，管延萍又惊喜
又感动：“真不知她一个人走了
多久才到达这里。”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丙
中洛镇 4 个行政村 46 个村民
小组，很多人都认识这个扎麻
花辫、背着背篓上山下乡、走村
串户的扶贫医生。

在对口怒江州扶贫协作的
战场上，管延萍绝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

近两年来，广东珠海市共
派出医务人员 104 人，到怒江
州、县(市)、乡镇医院支医，诊
治群众 2 万多人次，推广新技
术 70项，开创了全州首例妇科
腹腔镜手术、首例冠脉造影手
术、首例心脏支架植入术等众
多“怒江首例”。

在灿如朝霞的木棉花下，
我们和管延萍依依道别。汽车
渐行渐远，那个身影逐渐模糊，
最后化为一点火红。

春天正在来临……
(记者刘大江、刘宏宇、

毛鑫、赵珮然)
新华社昆明 2 月 13 日电

▲在云南怒江贡山县丙中洛镇，管延萍（前）与同事步行
通过怒江（1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加扬摄

▲在云南怒江贡山县丙中洛镇小查腊村，管延萍（左）为村民学罗军洗头（1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加扬摄

新华社长沙 2 月 13 日电(记者白田
田)湖南南县位于洞庭湖腹地，全县人口
近 70 万。记者今年回老家南县过年时发
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县城主要路口最
多、最醒目的广告牌，不是年货或者房地
产促销，竟是人才招聘广告。

看来近几年，不仅是一、二线城市需
要人才，县城也出现了人才“饥渴”。

记者的家乡过去是一个区位交通优
势不明显的湖区县，是一个没有多少工
业基础的农业县，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何其难也。

南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吴烜告诉记
者，前些年，县里的基层干部基本没有
35 岁以下的，有的单位人员平均年龄超
过 45 岁。有的乡镇在招考时，一半岗位
无人报名。

但这次回乡的所见所闻，让记者感
受到家乡吸引人才的决心。“春风行动专
场招聘会”的广告遍布大街小巷。招聘会
在正月初八、初九举行，吸引了 90 多家
企业参加，提供了 4000 个岗位。一家新
创立企业的负责人跟记者说，他们现在
急缺技术工和管理人才。

南县组织部门还计划广发“英雄帖”，
通过微信、网站推送 2019年人才政策。记
者拿到了一份“南县‘职’等您来”的宣传单
页，上面清楚写明了“工资待遇、安家补
助、医疗保障、人才津贴”，让人看了还真
有些心动。

记者了解到，2017 年，南县专门出
台人才引进激励办法，启动“1543”引才
行动，即采取编制内、编制外和柔性引才
3 种方式，灵活引进经济金融、现代农
业、旅游开发、生态环保等 15 个专业、4
个类别的优秀人才。

与组织部门的交流中，记者感受到什
么是“求贤若渴”。吴烜说，2017年，所有来
南县参加招考的人员，不仅安排住宿、报销路费，还有专人接待。
2018年，南县组织部门干脆将考场直接设在了人才聚集的长沙。

这样的举措，释放出“满满的诚意”。据统计，两年时间里，南
县“引才行动”共签约引进人才 366 人，其中不少是外地人，也不
乏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知名院校的本科生、硕士生。

南县人陈莉是引进人才中的一员。她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专业，曾在上海和长沙上班，现在南县文体局工作。让
她高兴的是，家乡正在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自己的所学能够派上
用场。

现在记者与朋友聚会时，时常听到大家感叹：“南县有点城
市的感觉了”“还是家乡好”“准备回来创业”……陈莉的一句话
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家乡在发生看得见的变化，越来
越吸引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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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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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2 月 13 日电(记
者李铮)每到一个北方城市，庄艳
都会“研究”马路牙子，仔细记录
路面的腐蚀程度。连续两年，她都
向全国人大递交了“关于环保融
雪剂使用和投入机制的建议”，内
容越来越厚重。

“从我最熟悉的领域为国家
建言献策，做得扎实，我心里才有
底。”开着垃圾清运车，庄艳讲述
着自己的履职故事。

47 岁的庄艳是鞍山市立山
区恒洁环卫绿化服务有限公司垃
圾清运工，2017 年补选为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2018 年连任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一次去北京开会，感觉既
兴奋，又有点发慌。我一个环卫工
人，连怎么说话都心里没谱，就怕
别人问我问题，更别说履职了。”
庄艳说，她的履职，从调研开始。

当选后的几次培训让庄艳迅
速进入了角色，她说：“人民选我
当代表，是要我带去人民的建议。
人大代表 5 年一届，时间说长不
长，我必须反映百姓的呼声。”

按照学习心得，庄艳开始从
自己熟悉的领域调研问题。每年

冬天扫雪是环卫工人最熟悉的
工作，普通融雪剂对路面的腐
蚀、对机动车的腐蚀、对土壤和
地下水的污染，庄艳感受最直
观。

庄艳说，当选人大代表之前
的认识是感性的，但要提出人大
代表的建议，事实、数据都要准
确。所以，她不但看马路牙子，而
且经常在小路口敲私家车主的
玻璃，问他们冬天落到车上的泥
点是不是发白，这都和普通融雪
剂大量使用有关。腐蚀路面、腐
蚀机动车底盘、腐蚀路边土壤，
如果把清扫的雪倒进城市排水
系统，地下水也有被污染的可
能。

经过大量走访调研、查阅资
料，庄艳的建议越来越有条理、有
可操作性。她说，如果少使用融雪
剂或使用环保融雪剂，马路寿命、
机动车寿命都会延长，土壤、水的
污染都会下降，提升整个城市的
综合效益。所以各级政府应综合
投入，如果只有环卫部门使用成
本比普通融雪剂高三到四倍的环
保融雪剂，环卫一家负担不起。

她的建议内容越来越丰富，

履职也越来越有信心。
庄艳从当垃圾清运工第一天

开始，就做着自己的垃圾分类。别
人一个小时的活，她得干两个小
时，但她笑着说：“垃圾分类，利国
利民，为啥不干！”

分垃圾时间长了，庄艳的思
考逐渐增多。她发现，垃圾资源利
用加工企业的数量和种类不多，

是目前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瓶
颈。她说：“节能灯泡里的灯丝以
前有人收，2 元一个，但现在没人
收了，我们分了类，也只能集中扔
掉。”

发现了苗头性问题，庄艳就
开始系统调研，目前她关于垃圾
分类及后期资源化处理的建议也
逐渐成熟。

两年来，庄艳共参加了 9 次
代表学习，列席了一次全国人大
常委会。每次代表活动前，她都
加班加点，然后和别人换班，没
有过一次缺席。

身穿一身橙色工作服的庄
艳说：“我是人大代表，每次会议、
调研、学习、视察都是代表人民
去履职的。”

马路牙子上当代表：环卫工庄艳履职故事

▲庄艳在鞍山市立山区的道路上清扫垃圾（ 2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庄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辽
宁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发言（2017 年 3 月 6 日
摄）。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从惶恐不安到从容自信，这是
庄艳代表留给记者的最深印象。

2017 年全国两会初识庄艳，
她说话少。小组审议发言时鼓足
勇气说了关于环保融雪剂使用的
建议，现象说得很实在，但更全面
的情况、更扎实的数据、更有可操
作性的建议都不是特别清楚。

2019 年春节前再访庄艳，一
个逐渐成熟、履职有力的全国人
大代表就站在面前。大量使用融
雪剂对路面的腐蚀、对机动车的
腐蚀、对土壤的污染、对地下水的

污染，说得有理有据。环保
融雪剂投入机制的建议也

切实可行。

庄艳对这种变化背后的付出
轻描淡写，但记者看到了、体会到
了几处细节。

庄艳的垃圾清运工作是分片
负责制，及时清运 800 户居民及
周边网点的垃圾就是她的工作。

两年来，庄艳参加了 9 次代表学
习，每次出门至少两三天。清运垃
圾离不开人，庄艳就和相熟的同

事互相帮衬。每次活动前，庄艳都
连续几天干足了两人的活儿，好
让同事在她出门时帮自己把活儿
干了。不缺席一次履职，也不耽误
半点工作。

垃圾清运工作最累的时候是
清晨，所以庄艳必须早睡早起。

2017 年有几天，中央电视台
有个晚上 10 时 30 分播出的法治
节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运行

机制有关，庄艳每天都认真看、仔
细记录。丈夫说：“早点睡吧，明天
还得起早干活。”庄艳回答：“当全
国人大代表不是带着耳朵去北京
听会，我得有听懂会的本事、得有
履行职责的能力。”

庄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
接待群众来函来访就成了她日常
的职责之一。“每一份函件她都会
认真看，每一次来访她都会认真

接待。但如何处理，庄艳有自己
的原则。”她说，“为了群众的公共
利益，我花时间、花精力、花钱都
没有二话。但涉及个人利益诉求
的，只能说对不起了。”

婉拒了很多社会活动的庄
艳对来自学校的邀请，即使再忙
也从未爽约。庄艳说：“我去学校
不讲什么大道理，就讲我这个环
卫工人是怎么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的。让孩子们对人大代表、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形象认识，让
这种认识在他们心里留下烙印。”

(记者李铮)
新华社沈阳 2 月 13 日电

心中有责 履职有力
■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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