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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2 月 6 日电(记者刘金辉)6 日，河南省第十
五届春节农民篮球赛在长垣县体育馆开幕，全省 18 个省辖市
和 10 个省直管县的代表队将在未来几天里争夺农民“NBA”
的总冠军头衔。这项历经 15 载的农民篮球赛已经花开中原大
地的万村千乡，成为河南农村春节期间最重要的全民健身活
动。

尽管没有明星大腕、没有火热的啦啦队，但面积不大的长
垣县体育馆依然挤满了数千名观众。没有暴扣、没有灌篮，但
场馆里的叫喊声、加油声丝毫不逊于一场国际大赛。那些来自
农村的篮球运动员们也受到了观众的鼓舞，使出浑身解数打
出精彩的比赛。

揭幕战在长垣县队和兰考县队之间展开，兰考县队的主
教练颜新建是一名 45 岁、身高 1 米 8 的大汉，他参加了全部
十五届春节农民篮球赛，开始是队员，两年前开始担任教练。

“这项比赛的覆盖面广，开始是各村组织篮球队在乡里比
赛，之后又从中选拔一些代表乡里在县城比赛，最终选出县里
的代表队参加市里或全省的比赛。”颜新建说，“所以它是带着
泥土味的比赛。”

颜新建的老家在兰考县红庙镇程庄村，他 19 岁到部队当
兵，在部队就酷爱打篮球，30 岁退伍回村。2003 年，河南省第
一届春节农民篮球赛举行，村里就让颜新建组织他们村的篮
球队去比赛，结果经过层层比赛，颜新建凭借良好的球技被选
入了兰考县农民篮球队，从此，他一届也没有落过，直到 2015
年，年纪不小的颜新建被任命为兰考县农民篮球队的主教练。

“15 年来，变化最明显的是打球的场地，由砖铺的变成水
泥的，再到塑胶的、木地板的。前些年都是露天的场所，下场休
息一会儿就冻得发抖，这几年挪到了室内体育馆，农民篮球赛
也越来越高大上了。”颜新建说。

据了解，河南省春节农民篮球赛起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豫西农村自发组织的农民篮球赛，那个时候，好多村里都利
用小学的篮球场开展比赛，大部分都是硬土做的篮球场，打一
场球，吃一嘴泥，赢球的奖励就是到饭店里吃一碗烩面或羊肉
汤。后来，河南省体育局与河南省农业厅联合将农民篮球赛扩
大到全省。

15 年来，河南省春节农民篮球赛的影响越来越大，它被
称为农民们的“NBA”，分为常规赛、季后赛和总决赛，常规赛
就是村里、乡里、县里的选拔赛，而“季后赛”则是将 18 个省辖
市和 10 个省直管县分为南北两个赛区，赛区内部进行比赛，
决出前四名参加总决赛即南北篮球争霸赛。

河南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赵峻说，带着泥土味的篮球赛
是河南这个农业大省的传统和特色，这个传统带动了数十万
的河南农民参与到体育锻炼、全民健身中。

泥土味的农民“NBA”花开 15 载

新华社拉萨 2 月 6 日电(记
者王沁鸥、张宸)十多年前，西藏
山南市琼结县下水乡措杰村还在
上初三的多吉罗布，经常感到腰
腿疼痛。渐渐地，他走路变得困
难，背也驼了起来，跟小伙伴在一
起都觉得自卑。

“因为这病，我高三耽误了一
个学期的课，高考都没考好。”今
年 32 岁的多吉罗布说，“工作不
能干，整天瘫在床上。那时候感
觉，这辈子真的完了。”

去年，多吉罗布前往内地就
医，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高达
十几万元的手术费，让多吉罗布
一家犯了难。

“这些年的积蓄都给儿子看病了。”多吉罗布的父亲、56
岁的平措说。求医无门时，他曾背着儿子试过很多“土办
法”，花了不少冤枉钱。他本来还组建了一个农民施工队，但
记挂着儿子的病，也没心思去跑项目。家里的账本上，进项
几乎永远赶不上出项。

琼结县卫生局了解到多吉罗布的情况后，安排工作人
员多次上门走访，讲解西藏自治区和山南市医疗救助政策，
打消了一家人的顾虑。平措说：“干部告诉我，按现在的政
策，看病的钱绝大部分都能报销。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
把孩子的病治好。”

2016 年 2 月，多吉罗布在成都华西医院接受了手术。
5 月，他就能自己去拉萨上班了。至于费用，他们一点也没
发愁。

琼结县卫生局局长玉珍算了一笔账：多吉罗布治病实
际花费 12 . 97 万元，在报销范围内的费用为 12 . 72 万元，
新农合和政府购买的保险报销了 12 万元，县民政局承担了
其余费用的 90%，“个人实际支出约 3220 元”。

“像强直性脊柱炎这样的病，如果任由病情发展，病人往
往能拖垮一个家。”山南市卫计委主任桑杰群培说，“在西藏
自治区各项医疗救助政策的基础上，山南市又设立了 1000
万元的大病救助基金，确保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

儿子病好后，平措重新把精力投到施工队上，生意越来
越红火，仅 2016 年下半年，其收入就赶上了以前一年的收
入。

平措说：“孩子的病治好了，是托党和政府的福。现在，

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作为党员，我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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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吉罗布治病实
际花费 12 . 97 万元，在
报销范围内的费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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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吉罗布的父亲
说：“孩子的病治好了，
是托党和政府的福。作
为党员，我会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新华社南京 2 月 6 日电(记者秦华江)新年到，莓争
俏。看着娇媚的草莓在大棚中犹如红宝石，江苏沭阳县茆
圩乡茆圩村茆姓三兄弟满脸带笑，按照品种分类包装，在
老三茆云双的莓棚里，共同谋划新的小康年。

茆圩乡地处苏北宿迁、徐州、连云港三市交界，离县
城较远，由于交通不便，发展相对滞后。近些年，茆圩、杨
兴、寇塘三村 4500 亩草莓，让当地农民找到了致富新办
法。

“草莓是绿色食品，这两天不少回城的年轻人一捎好
几盒。去年我种了 4 个棚子，每个棚子纯收益在 2 . 7 元万
左右，收益和大家差不多，再也不用离家务工了。”老四茆
云桥打开了话匣子。

老四是茆家最后一个靠种草莓生活的成员。兄弟五
个，老大种了 8 个棚子，老二种了 5 个，老三种了 7 个，老
四种了 4 个，老五种了 5 个，一大家几十口人都靠种草莓
过日子。种的棚子多，收益也高，最近老三的儿子茆学祥
还买上了新车。

老四的情况比较特殊，家中有三个孩子，一个长期患
病，一个在上大学，负担最重，过去走南闯北务工，始终赚
不到钱，家庭更是无暇照顾。

“我看老四还可考虑再种一个大棚，投资可控，风险
小，收益有保障，可从乡里的银行再贷款，弟兄们提供技
术，谋划销路。”茆云双说。

老三胆大心细，他的自信来源于一系列扶贫政策。在
金融扶贫方面，有专做普惠金融的沭阳县农商行，扶贫加
授信可获 5 万元左右的贷款，基本能够解决一个大棚的
前期投资问题；政府还补贴农户每亩 220 元的农业保险；
乡里从农业院校引进的新品种从“无人要”变成“抢着要”，
乡政府选送参评的“久香”“红颜”“宁玉”草莓刚获得江苏
草莓协会颁发的一金两银荣誉，品牌之路开始起步……

在老二茆云信看来，新的一年，还有“大户带小户”新
政，乡里鼓励本乡土专家帮助农民种草莓，不用流转土
地，以技术入股形式获得收益，作为草莓之家，他们要抓
住这个难得的机遇。

“我们要效仿大城市周边农家乐的做法，我们大棚的
游客采摘收入刚占到总收入的 1/4，比例还可增加；村里
还缺乏统一品牌，名声还没有打响。”茆学祥忍不住插话。

年轻一辈的话激起父辈三人的热烈讨论，大家眼睛
里放着光。然而，他们都面临一个共性问题，采摘需要交
通便利，打造品牌需要系统规划，这都需要地方政府推
动。

民之所急，政之所系。在茆圩乡党委书记史建军看
来，草莓发展已到了关键阶段，如果不改变经营方式，很
快就会触到天花板，必须在供给侧发力：一是铺好路，让
游客驾车采摘舒心，出棚开心。二是树品牌，改变过去 20
年来一直未变的销售方式，让草莓走上“云端”，既要“提篮
叫卖”也要“网上赶集”。

“帮助农民致富，还是要在农言农。新的一年，我们将
进村帮助集体理清思路，进户帮助农民创业增收，进田帮
助农民发展特色农业。”史建军说。

莓农三兄弟

棚下话小康

▲ 2 月 6 日，福州动车段地勤机械师在检查动车组转向架。

春运期间，南昌铁路局福州动车段每天承担 104 . 5 对次动车组的检
修任务，为确保动车开行安全，福州动车段 611 名地勤机械师日夜坚守，
默默奉献。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春运幕后的动车地勤机械师

新华社武汉 2 月 6 日电(记者梁建强)身着黑色警服，右
臂套上黄色的“执勤”袖箍，两鬓已泛白的 59 岁民警老付又一
次来到了春运一线。

“老付”全名付庆先。他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昌车站派出
所一位民警。2017 年春运，是付庆先值守的第 30 个春运。

“还有 2 个月就要退休离开了，舍不得这里。春运忙，多一
个人执勤就多一份平安，我要站好最后一班春运岗！”春运前
夕，他主动请缨，再次奔赴一线。

从 29 岁转入铁路公安系统起，每年春运无休、坚守岗位，
已经是付庆先的常态。

2016 年年底，他的左眼查出黄褐斑，接近失明，接受了手
术治疗。然而，眼睛一揭纱布，不顾医生“多休养”的嘱咐，他又
匆匆赶回岗位。

“在岗位上，心里才踏实。”穿行在熙熙攘攘的旅客之间，
付庆先对记者说。

春运期间，经常是夜班、白班交替。考虑到他的眼睛才做
过手术，同事们主动商量跟他调班，以便他能少上些夜班，但
他毅然婉拒了同事们的好意———“没事，我能行！”

据武汉铁路公安局统计，今年春运，武昌火车站日均旅客
量约 7 万人。大客流下，安保压力不轻。付庆先常常赶不及吃
饭，常常是匆匆扒几口热干面，又立即开始站区巡逻。

进站口、出站口、售票厅、候车厅……付庆先每天要走近

百个来回。
巡逻的过程，是守护安全，也是排忧解难。

大年初一的深夜，付庆先巡逻到售票厅时，发现取票处有
一个黑色钱包。通过广播寻找，却无人前来认领。付庆先并未
放弃，通过钱包里一张手机营业厅单上的手机号，他终于联系
上了失主。

失主是一名 18 岁的小伙子，当晚急着回家，竟弄丢了钱
包。接到电话，他连忙从候车室赶来取回钱包。拉着付庆先的
手，小伙子连声道谢。

大年初四，冷风呼啸。凌晨 1 时许，正在巡逻的付庆先发
现一名男子突然晕倒，他连忙拨打 120，并一直守在现场。

急救车到达后，他陪同送往医院，直到旅客打针后慢慢醒
来。原来，这名 52 岁的男子打算当晚乘火车独自返回老家，候
车时突发癫痫。付庆先又连忙把他带回火车站，并将他送上车。

回到警务室，已是凌晨 3 点多钟。
春运中，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是应该做

的。”付庆先说。
中国铁路总公司 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5 日，铁

路春运累计发送旅客预计达 2 . 08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 3%。
在这场 2 亿人次乘坐火车出行的大迁徙中，正是一个又一个
像付庆先一样的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尽职尽责、坚守岗位、忘
我付出，为旅客守护了安宁与祥和。

民警老付的最后一班春运岗

新华社福州 2 月 6 日电(记者沈汝发)春节是我国的传统
佳节，从除夕到元宵节，家人团聚、走亲访友，情谊浓浓。但过
去的公款吃喝、送礼拜年的“歪风”却让过年变了味。今年春
节，记者采访永泰、安溪、厦门等地党员干部发现，节日风气出
现了“三少三多”之变。

奢靡之风少了，节俭过节多了

春节期间，与超市、商场热闹的景象相比，永泰县一些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则显得有点“冷清”。很多单位只是贴了一张
手写“欢度春节”的横幅，还有的单位门口干脆什么都没有布
置，只是在放假前全员行动打扫卫生，干干净净迎接春节。

节俭过节已经成为许多党员干部的共识。“今年春节我家
小孩结婚，就在家里摆了几桌，主要请的也都是亲戚朋友，虽
然简单也很热闹。”永泰县一名科级干部李庄场说，他在几个
月前就特意到永泰县纪委咨询党员干部酒席规模和邀请人员
方面的注意事项，并做了报备。

记者采访发现，比起以往春节期间，公款吃喝之风少了，

小餐馆的生意反而异常火爆。一名服务员告诉记者：“大多是
家人来就餐，点餐都非常简单，不讲排场。”

春节是婚礼的高峰期，八项规定前，一些党员干部赶场喝
喜酒或者参加各类聚会大吃大喝。“短短几天会收到七八封喜
帖，人弄得精疲力尽。”永泰县一位乡镇干部表示，“现在这样
的应酬少了，可以好好利用年假，和家人一起放松一下。”

“前几年过春节，几乎每家每户都放鞭炮办酒席，浪费很
严重。”福鼎市太姥山镇关工委干部王怀利告诉记者，现在市
纪委要求很严格，党员干部基本都不摆宴席了，只是简单聚在

一起过个年。

送钱送物少了，廉洁过节多了

春节是“节日病”高发期。“过去一到过年我们就犯愁，年
前的几周就要忙着置办礼品，列好送礼清单，还怕送了这个漏
了那个，到时候面子不好看。”永泰县一位机关干部说，今年他
们特别轻松，全都不送了不请了。

“现在过节，无礼一身轻。”永泰县盖洋乡纪委书记黄净敏
说，“过去，基层逢年过节少不了‘礼尚往来’，吃饭应酬是免不
了的，请客送礼、收礼吃饭，整个春节就在吃吃喝喝中过去了。
现在如果再遇到请客送礼的就直接挡出去、退回去，对方也能
体谅，大家都能轻松过个廉洁年。”

“以前过年别人送我礼时，我得想办法回绝，回不掉的还
得想办法回送同价值的东西。”王怀利说，“现在碰到有人送
礼，我便拿八项规定直接把他挡回去。”

厦门市湖里区纪委干部高彩环告诉记者，他们在春节期
间多次明察暗访，发现送礼风得到明显遏制，“烟酒茶、土特
产、水果礼盒等礼品的销售量与往年相比，下降了好几成。”一
位水果批发店老板老李坦言：“以前一到春节年底销售量每天
至少七八万元，今年日销售量只有一万多元，大多数是小摊贩
零星批发，机关和企业的订单基本没有了。”

“现在整个社会风气好多了，逢年过节不用送礼跑关系，
项目也会落到村里。”邵武市拿口镇朱坊村党支部书记谭成国
告诉记者，“以前过年前我和村主任两个人就开始忙着跑部
门，送烟酒、土鸡土鸭、年货，还要请各部门领导吃饭，整天醉
醺醺的，完全顾不上家里。”

迎来送往少了，团聚过节多了

今年春节，安溪县湖上乡纪委书记叶明昆主要在老家尚
卿乡陪伴家人。“从除夕到正月初六，除了一天的值班外，其他
时间都待在老家，陪父母家人，会亲戚老友。”叶明昆说，以前
一到春节，经常要接待上级领导、乡贤，有时还得到村里拜访
一下村干部，“天天喝、常常醉”。

“春节都希望能和家人一起多聚聚，但说句实话，一到春节
前后就分身乏术，往往比平时还要累。要请上级领导吃饭，还要
宴请返乡探亲的老板们，节前要请全镇干部吃个团圆饭，节后
还要吃个开门饭。”邵武市一位乡镇负责人说，“自从中央‘八项
规定’出台以来，尤其是市纪委明确了细则，公务接待和应酬明
显变少了，现在大家都不用费劲想哪个部门还没打点了。”

“团拜”是以前春节的惯例。“一家接着一家，一天下来得串
五六家的门，前前后后得花四五天时间。”安溪县纪委一位干部
说，每到一处都得喝酒，“不喝就会伤了同事之情，每次只好宁
愿伤身体”。现在已经取消了过年“团拜”活动，领导与同事之间
利用微信、微博、短信等相互祝福一下成了春节拜年的新风尚。

春节期间，福清市纪委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深入各单
位、各部门调查走访。大部分党员干部均表示，“四风”问题的
深入整治，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服务群众、谋划新
一年的工作。

邵武市纪委、福鼎市纪委有关负责人坦言，八项规定精神
现在是基层干部身上最好的“保护伞”。“往年一到节假日，很多
单位就叫你去吃饭喝酒，不去就是不给人家面子，现在谁再请
客吃饭只要回一句不能违规就行了。”厦门市纪委一位干部说。

党员干部过年风气“三少三多”之变

上图：
3 0 岁的旅
客徐爱琴带
着孩子乘车
前往杭州务
工；下图：徐
爱琴的新年
愿望是今年
可以再生个
娃（拼版图
片 ，2 月 4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摄

据新华社南昌 2 月 5 日电(记者邬
慧颖、余贤红)“看到这幅画就像真的看
到我儿子一样。”2 月 4 日晚，南昌客运
段鹰潭车队 K4533 次列车上，王香叶收
获一张由铁路职工绘就的自己孩子的彩
铅人物肖像，先是一阵惊喜，继而若有所
思，眼眶微微泛红。在这趟节后进城务工
专列上，三位具有绘画功底的南铁鹰潭
工务机械段职工以“画”说希望为主题，

通过现场描绘彩铅画、国画和漫画，给旅
客进城之路“订制”惊喜。

今年 37岁的王香叶是江西省景德镇
市浮梁县人。在儿子 2 岁时，王香叶就外
出务工，如今在浙江省杭州市从事理发行
业已有十余年时间，每年与留守在家的孩
子相处时间十分有限。“每天脑海里想的
都是儿子，虽然每天都会给家里打电话，
但思念之情仍是无法阻挡。”王香叶说。

身在旅途却心在老家，这是记者近
日在江西景德镇车站候车大厅和 K4533
次列车上采访外出务工人员印象最深的
一点。面临家庭和所在工作城市生活成
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不少外出务工人
员返乡意愿强烈。“1 次理发 10 块钱，这
个价格已经保持了两三年。但店面房租
却上涨了 10%，每月租金 800 元，水电
费也在上涨。”王香叶说。

“越来越想回家，但在老家找到适合
自己且工资不错的工作有点难。”今年
38 岁的占顺贵是江西省鄱阳县田畈街
镇占家村人，在外从事电焊工作。他告诉记者，每年回家过
年，只要县里举办招聘会，他都会去看看。“只要有活干，哪
怕加班加点辛苦一点，心里也踏实。”

“希望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外出打工。”今年 30 岁的江西
省上饶市婺源县农民程海龙说。虽然自己在外工作有将近
6000 元的月薪，可他还是打算近两年回婺源老家发展，因
为那里有他日夜牵挂的父母。对于今后归家的打算，他已经
在仔细筹划，毕竟曾经有过失败的经历。依托婺源良好的生
态环境，他有意养殖鸡、鸭等农产品。“随着食品安全问题越
来越受关注，土产品日渐成为城里人舌尖上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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