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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宁 1 月 12 日电（记者向志
强、胡正航）下午 4 点半，沈有碧放下手中
的活儿，步行 3 分钟去旁边的幼儿园接回
儿子，再返回车间继续工作。“住在这里，上
班在这里，孩子的学校也在这里，非常方
便。”她说。

沈有碧的老家位于偏远的广西乐业县
逻沙乡太平村，搬到位于百色市百东新区
的百色深圳小镇之后，她一家 5 口每人只
交了 2500 元，就住进了 120 平方米的大房
子，自己也在小区内的扶贫车间找到了
工作。

在百色深圳小镇，近两年已陆续安置
超过 1 万名从百色各县区搬迁而来的贫
困人口，涉及壮、汉、苗等 11个民族。之所
以命名为“深圳小镇”，是因为这是一个由
深圳对口帮扶建设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深圳财政投入帮扶资金，腾讯、万科、
平安等企业也捐资 2 亿多元。

记者近期在小镇看到，橙黄色外墙的
楼房鳞次栉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学校、
医院一应俱全，超市、药房、小吃店、卖菜摊
等人来人往，生活气息浓厚。

占地 60 亩的深百实验学校拥有现
代化教学楼、标准化运动场、室内运动馆
等设施。“我们的硬件设施在整个百色市
都是一流的。”学校副校长林立书介绍，
当地从各县区抽调了数十名优秀老师到
这里工作，还通过公开招聘充实教师力
量，让这些来自偏远山区的孩子享受到
和城里孩子同样的教育。

去年启用的社区医院由百色市人民
医院管理运营，三层小楼里门诊室、接种
室、输液室、病房等设置齐全，可以做 CT、

DR 等检查，医生来自百色市人民医院。
“平时有七八名医生在这里，一般的常见
小病都可以看，目前每天接待一二十名病
人，以老人和小孩为主。”医生韦福初说。

在宽敞整洁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内，老百姓可以咨询办理民政、社会保
障、教育卫生等各项服务事项。在就业
服务站，群众通过人社系统设置的触
摸式显示屏，可以查询到广西各地企
业发布的工作岗位信息。进入春运，社
区还专门增设了网上代买火车票的
服务。

就业是保障搬迁户后续发展的关键。
百色市右江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黄瑞珉
介绍，当地政府部门积极组织技能培训、
举行招聘会，同时对吸纳就业的企业给予
奖补，目前小镇已实现就业 1000 余人，帮

助贫困户创业 10 人。小镇附近还配套建设
了集二产、三产为一体的深百产业园，目前
一些前期入驻企业开始招工，今年有望提供
1000 多个就业岗位。

在政府部门的帮扶下，搬迁户简得岳借
助在广东打工时积累的资源，成立扶贫车间
承接电子厂的加工订单，目前吸纳就业 170
多人，每月销售额达 10 多万元。“小镇二期现
在也逐步搬迁入住，我计划申请扩大场地，吸
纳更多贫困户就业。”

为进一步做好搬迁后续服务工作，一
方面搬迁户原来所在县区都安排干部跟
踪帮扶，同时还坚持易地扶贫搬迁与基层
组织、自治组织同步推进的原则，按照程
序建立了百祥社区自治组织，成立居委
会 ，社区两委干部全部从小镇居民中
产生。

百色老区，有个“深圳小镇”

新华社济南 1 月 12 日电（记者栗建昌、
王志）首场大雪过后，济南市长清区 200 多
平方公里的黄河滩区，白茫茫一片。77 岁的
归德街朱中村村民王现仑和老伴儿，坐在两
个月前刚刚搬入的崇德苑新家，期盼着从滩
区搬迁后的第一个春节：“团聚时孩子们不
用在老房子里受罪了”。

“像做梦一样，在黄河边住了一辈子，想
不到老了能离开滩区、住上楼房。”王现仑对
记者说，“过去黄河水漫过后，沙多，种啥都不
长，起风就刮来一身土，村子就叫迷眼村。”

“更要命的是地基不稳，房子裂缝尺把
宽，差不多每隔十年就得翻盖一轮。我们家
前后盖了五次房。最可怕是凌汛来时，嘎嘎
响，听着瘆人。现在楼房质量好，干净又利
索，住着安心舒坦！”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黄河滩区是黄河行洪、滞洪、沉沙的场所，也
是济南 60 万滩区群众生存空间。长期以来，
受汛期洪水淹没威胁等影响，滩区群众祖祖
辈辈与出行难、上学难、就医难、安居难、娶
亲难为伴。

“三年攒钱、三年筑台、三年盖房、三年还
账”，是许多滩区群众一生的宿命，导致这里
贫困率极高。

记者在归德街曹楼村看到，全村房子就
建在近 15 米高的村台上。不远处，滔滔黄河
水流过。村民曹宗河正拿着扫帚，清扫门前积
雪。“1958 年和 1976 年，黄河大水冲出河道，
漫过庄稼地，淹没村庄，大水跟屋檐一齐，所
有家当都打了水漂。”70 多岁的曹宗河至今
仍记忆犹新。

同样，在曹楼村村支书张波的记忆里，他
的父亲总是一大早就起床挖土挑担垫村台，
一直忙到深夜。“父亲一辈子就是在垒台子、
盖房子，先后盖过四次房子。每年夏天心里都
不踏实，担心房子裂缝漏雨，更害怕夜里发大
水。”

为了圆全省 60 万滩区群众的安居梦，
2017 年 8 月，山东省全面启动黄河滩区迁
建，其中规模最大的迁建工程就在长清黄河
滩区，共涉及 224个行政村、15 . 7 万人，采取
外迁安置、筑堤保护、旧村台改造提升、撤离
道路改造提升四种方式。其中，外迁安置 63
个自然村、4 . 3 万人。

2019 年 10 月，长清区滩区迁建外迁安
置工程一期正式入住，朱中村等 18 个村

1535 户、5445 名滩区群众搬入崇德苑社区。“按照每人 33 平方米的
标准配置房屋，六层带电梯，七种户型精准匹配，供气、供暖、太阳能
热水器一应俱全。”归德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允松说。

迁建不仅让滩区群众安居，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
式。记者看到，崇德苑社区位于归德街道驻地的核心地块，配套建设
小学、幼儿园、文体中心、社区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孩子
上学、老人看病等问题都解决了。

王允松说，为了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留得住，安置社区的物业、保
洁、环卫等用工全部面向搬迁群众。由于紧邻归德街道工业园区，园
区有近百家企业，搬迁群众经过免费技能培训即可就近就业。

如今，山东省最大的安置区长清区孝里镇孝兴家园社区，149 栋
楼也已全部封顶，今年 6 月全区 4 . 3 万名滩区外迁群众将全部
迁入。

“村子搬走了，垃圾和污水就没了，滩区的生态环境自然就好
了。”张波说，故土难离，为了解决村民牵挂的种地问题，村里将全村
1800 亩土地统一流转，每亩租金由过去散户流转不到 300 元增加到
800 元，村民收入增加了，也没了后顾之忧。

“党中央把滩区人民挂心间，栋栋高楼拔地起，电钮一按到房
间；夜晚街灯美如画，白天逛逛心情欢，快乐安康度晚年……”79
岁的朱中村村民杜建国给记者唱起了自己编的这段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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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宁 1 月 12 日电（记者徐海涛）即将在新屋里迎来脱
贫后的第一个春节，“韦八弟”有些激动。

已经 45 岁的“韦八弟”名叫韦依，因在 9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
8，被喊作“八弟”

地处滇黔桂石漠化片区的融水苗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大浪镇大德村是这个深度贫困县的深度贫困村。韦依的家
就位于村里的山坡上。

苗山深处，种植的谷子、木薯、玉米等仅够口粮。为维持一家人
生计，勤劳的父亲选择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购置些食品到村里贩卖。
韦依记得，清晨天未亮，父亲就带着扁担出了门，走 2个多小时山路
到乡镇赶班车到县城，返程天色已晚，他照着手电筒去接父亲。

迎来新世纪，韦依也成为一对儿女的父亲。小儿子视力残疾，为
了养育孩子，夫妻俩在山里种上 10 多亩的杉木，精心护理几年后便
外出打工，想方设法增加些收入。

2015 年，脱贫攻坚精准识别工作在广西全面展开，25 万名干部
进村入户，摸清全自治区贫困对象、致贫原因。在汽配厂的机器声
中，韦依听到电话里传来家里被确定为贫困户的消息。

2015 年 10 月，对口帮扶大德村的中铁南宁局集团选派优秀干
部进村担任第一书记，曾担任过车站站长的黄光海沿着崎岖山路到
了村里。全村 19个自然屯，2015 年贫困发生率超过 50%。“要想富、
先修路”，经过逐屯逐户遍访，黄光海和村干部商定，首先攻坚困扰村
里多年的交通难题。

一条条硬化路直通屯口，路旁辣椒种植、鸡鸭养殖变得多见，精
准扶贫后每一年新春，韦依都能感受到变化。2018 年春节过后，看
着村里的新貌，韦依不再外出，而是在干部帮扶下发展产业。

领取免费发放的鸡苗搞养殖，利用产业补助扩种杉木…… 2018
年 3 月，做过火车司机的吴李东接过了黄光海的扶贫“接力棒”，新到
任的他和韦依商量进一步细化脱贫方案，除已有的教育、医疗保障
外，产业和住房被列入改善的目标。

过去的 2019 年，韦依夫妻俩的日子过得很充实：上半年，早年种
下的杉木达到砍收条件，累计卖了 5 万多元；下半年，养殖的鸡卖了
6000 多元；其间，依靠着产业收入和 3 万元危旧房改造补助，一套 80
平方米左右的新房在旧木房旁建起。

“去年家庭人均收入 1 万多元，顺利脱贫，今年打算再改建个新
厨房，设计我都想好了。”坐在柴火旁，告别百年老屋的韦依盘算着
2020 年的计划：继续扩种杉木的同时，发展林下养鸡，并尝试养鱼。

对于养殖技术和销路，韦依并不担心。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可给
予专业技术指导；对口帮扶的铁路部门在柳州的菜市办起定点扶贫
村农副产品直销点。去年底，铁路部门还在大浪镇开通乡镇级高铁
无轨站，这对于当地产业发展而言更是一份有效保障。

“韦八弟”盼新春

新华社记者段羡菊、刘智强、崔晓强

隆冬时节，云贵高原的乌蒙山里，寒气
逼人。脱贫路上的村民们用手中“一针一
线”，表达着心中朴实情感。

一件背扇——“穿在孩子

身上，暖在我们心里”

1 月８日，常年云雾缭绕的毕节市威
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全省 20个
“极贫乡镇”之一。驻团结村的乡干部何平
正忙着督促村民整治人居环境，琢磨合作
社开春后发展养牛产业，确保 13 户 49 人
实现脱贫。

贵州常见的背扇是母亲背上的襁褓与
摇篮。何平家中“二宝”出生时，收到了苗族
妇女王智英赠送的背扇。

何平在驻村，妻子杨洪带着孩子住在
乡政府院里的公租房内。记者赶去时，杨
洪正用那件背扇包住孩子，系在背上。背
扇呈长方形，上面有图案、花纹，鲜艳漂
亮，使用传统苗绣手法，一针一线，透露着
编织者的用心。

记者联系上正在外地打工的王智英，
她说，是听说何平的二胎快出生时开始动
手的，花了一个多月业余时间。“不值钱，那

就是一点心意。”性格爽朗的王智英轻描淡
写道。

在王智英眼里，何平是个好干部，常来
家里串门、嘘寒问暖，“看我们白天经常不
在家，他就晚上来，帮助我们商量怎样赚钱
脱贫。”如今，王智英的丈夫做护林员一年
收入近万元，家里养牛养鸡，地里还种了马
铃薯，全家摘掉“贫困帽”，日子越来越
踏实。

“穿在孩子身上，暖在我们心里。”回想
起王智英送来背扇的情景，何平仍然非常
感动，“面对真诚情谊，唯有奋力工作回
报。”

四双鞋垫——“我要珍藏，

要是用了不可惜了嘛”

前不久，六盘水市水城县驻村的县
文旅局干部杜昌丽发了一条微信朋友
圈，照片是四双手工缝制的鞋垫，配发文
字：“再到杜兴乔家走访，冲洗得发亮的
水泥地板、整齐摆放的家具，看到这些改
变，心里有些小欢喜。最感动的是杜兴乔
妻子甘白琴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鞋垫，
收下了，一份深厚的情谊。”

回忆起第一次到杜兴乔的家，杜昌丽
还不由皱起眉头。“家里面的卫生那可真是

糟糕：粘蝇板的旁边搁着饭菜、衣服被子随
便堆放……”杜昌丽手把手着教他们打扫
卫生，还叮嘱当上村保洁员的甘白琴：“你
要干好保洁，首先家里得干净，别人才不会
说闲话。”

全村剩余 40 户 113 个贫困人口，争
取 2020 年 6 月达到脱贫标准，这是杜昌
丽念念不忘的帮扶工作目标。在她眼中，
驻村干部不仅要帮助贫困群众提高收入，
还要帮助他们提振精神面貌，才能形成脱
贫内生动力。

“她给我家买衣架、鞋架，我婆婆生病
的时候还拎着牛奶去医院探望，这样的干
部总让我心里感觉暖暖的。我也没什么拿
得出手的东西，就给她缝了四双鞋垫。”如
今，甘白琴每天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人也变得更自信。

杜昌丽则把鞋垫珍藏了起来：“甘大姐
手工缝制的鞋垫，就像是艺术品，要是用了
不可惜了嘛。”

一罐蜂蜜——“那些时刻，

我的眼圈偷偷湿润了”

前不久晚上，驻村青年女干部宋冰挨
家挨户给帮扶对象粘贴脱贫明示牌，第一
家便给她准备了些红豆，叮嘱她过年回家

带给家人吃；第二家的乡亲给她准备了自家
采的一小罐蜂蜜，说过年带给家里的老人。

“那时，我的眼圈偷偷湿润了。”宋冰说，
自己会以适当的方式回馈赠送东西的老百
姓，更会以全身心的工作投入，回报乡亲们
的关爱。

2017 年，宋冰研究生毕业后到乡里工
作 20 天，便被派驻威宁县石门乡泉发村帮
扶。驻村两年多，除了几次外出培训，几乎每
天都在村里忙碌。“去年杀年猪的时候，有一
天有三户打电话让我过去吃饭，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只好把门一关，躲在屋里不敢出
去。”她笑说，村民的关心时常让她感动。

受石漠化土地、大雾等自然条件限制，
泉发村常年很多植物难以生长，只能种玉
米、土豆，“穷根”难除。宋冰组织村民种过核
桃，失败后她愧疚不安。后来，她请来农业专
家、开展试种后确证，草乌非常适合种植，近
两年，泉发村草乌产业从无到有，也让老百
姓看到了希望。

每天，宋冰都会用村委会的喇叭宣传
政策、引导村民。“要是哪天村里的喇叭没
有响，很多村民就会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
是没有在村里。”她告诉记者，自己能体会
到村民对她的“依赖”，更能感受到村民对
自己的“疼爱”。

新华社贵阳 1 月 11 日电

乌蒙山里，脱贫路上“针线情”

 1 月 1 0 日 ，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
分局真如派出所民
警周珊珊在给普陀
区明翔实验小学的
学生讲解如何辨识
交通标志。

当日，上海市公
安局普陀分局真如
派出所在寒假前走
进辖区中小学校，为
学生们讲解安全知
识 ，开展防诈骗、防
盗窃宣传，让孩子们
度 过 一 个 平 安 的
寒假。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寒
假
前
的

安
全
教
育

新华社西宁 1 月 12 日电（记者王金金、
张子琪、史彧）“今年枸杞收成好、收入高，要
把家里好好布置一番，过个好年。”青海省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大格勒乡查那
村村民崇玉恒开心地向记者展示领取的
春联。春节将近，大格勒乡政府大厅内人声鼎
沸，村民们为给来年讨“福”，争相领取免费春
联，好不热闹。

2008 年开始，在以干旱著称的柴达木盆
地，兼具经济价值与生态效益的枸杞被广泛
种植，近 50 万亩枸杞承载了海西州农牧民脱
贫致富的美好愿望。

庄稼地里种枸杞？10 多年前，对当地农
牧民是个不小的挑战。大格勒乡菊花村村民
韩正金说：“过去，大家都不敢相信种枸杞能

脱贫致富，干部引导、政府补贴，这样庄稼
地里才慢慢插上了‘木棒棒’。”

剪枝、除草、摘果、晾晒……农户们粗
糙的双手默默记录了枸杞种植的辛苦。“枸
杞年收入是小麦的 10 倍，但技术要求高、
品质要求高，因此种植也更辛苦。”菊花村
村民韩正廷说。

柴达木枸杞颗粒饱满、含糖量高。进入
市场以来，以其优良品质受到海内外消费
者青睐。格尔木亿林枸杞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唐兴海说：“每年枸杞采摘期，
50 多名工人在生产线上分级、去石、色选，
每天加工处理有机枸杞干果 10 吨，市场销
售供不应求。”据西宁海关统计，枸杞目前
已成为青海省出口数量和金额排名第一的

农产品。
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市场波

动，枸杞价格下跌导致农户连年亏损。对
此，当地政府实施了打造柴达木枸杞区域
公共品牌、引进价格指数等措施。海西州都
兰县委副书记潘立清说：“即便在产业‘寒
冬期’，柴达木枸杞仍严把质量关、不搞‘价
格战’。”

2019 年开始实施的《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首次将枸
杞质量体现在立法中，明确生产、加工枸杞
及其产品过程中，禁止使用焦亚硫酸钠及
其替代品。查那村村民陈玉莲说：“品质是
我们对抗价格波动的法宝，坚决不能为了
求产量添加药物。”而枸杞市场也在这一年

开始回暖。
作为柴达木盆地枸杞产区之一，海西

州都兰县香日德镇去年也喜获丰收。走进
香日德镇乐盛村，火红的舞狮踩着欢快的
鼓点在村民们的秧歌队中穿梭、跳跃。“趁
着年前农闲，村里组织了社火展演，过个红
火、热闹年。”村委会主任余云邦说。

“去年年景好，每亩地产量达到了 600
斤左右，可以踏实过年了。”村民李文奎说，
靠着家里的 10 亩枸杞，今年增收 10 万元。

傍晚，袅袅炊烟在这个高原山村中升
起，落日余晖洒在一望无际的枸杞地里。李
文奎一边收拾家务，一边在心里盘算地里
的“木棒棒”，他说：“最大期望就是今年也
是丰收年。”

柴达木盆地：红火枸杞红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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