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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份议案、提案、建议，饱含着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对百姓冷暖的关切。一次次
调研奔走，体现着政府对百姓期待的重视。
2017 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让我们跟着代
表委员们的脚步，探寻他们履行职责背后的
故事。

期待民法典编纂迈好“第一步”

民法总则草案即将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
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颇感欣慰：“民法总则
是民法典的第一编，对其他各分编起到‘统
领’作用，希望民法总则草案能顺利通过，
迈好这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

关于民法总则的议案、民法总则草案的
修改建议、民法总则草案民事权利一章的修
改建议……孙宪忠在 2016 年单独或与其他
人大代表一起提出议案和建议，对民法总则
草案的制度设计倾注了很大心血。

“ 4 年时间里，我参与写了很多议案和
建议，全国人代会期间提，人代会休会之后
我也提。”孙宪忠说，这些建议和议案不仅
包括民法典、民法总则宏观层面的制定，还
有民法总则里民事权利等具体制度设计。

从 2013 年第 83 号议案，到 2014 年第
9 号议案，孙宪忠参与提出的议案建议得到
明确回应：我国将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
编纂民法典。

“编纂民法典终于变成了国家决策！我
们国家要有一部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孙宪
忠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从制定民法总则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6 年立法工作计划，到去年民法总则草
案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日臻完善，
如今草案在即将开幕的全国人大会上提请审
议，孙宪忠满怀期待。

“中国经历了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经
济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人民群众维护自身
权益的意识越来越强，都需要我们国家编纂
好民法典和制定好民法总则。这对提高国家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维
护人民权益的客观需要。”孙宪忠说。

他期待民法总则草案能够在人代会上顺
利通过，也希望自己能在构建中国民法体系
“大厦”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能源汽车的事，我会一直关注”

如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进入人们生活，但很少有人在便
捷、安全地驾驶这些车辆时会想到不少代表委员在为新能源汽车的
发展奔波呼吁。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就是其中一位。

2016 年，何香久在提案中提出的规范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建议被
工信部纳入全年重点办理件。他提出的关于警惕新能源车骗补行为、
提高准入门槛等建议也被纳入国家新能源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之中。

为了这个提案，何香久走访了全国多个城市，调研了车企和科
研单位。“调研最大的感受就是国家鼓励多，消费者却有不少顾
虑。”他说，这些顾虑主要涉及电池续航能力、行驶安全和充电便
捷性等方面。

在《关于新能源汽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的提案》中，何
香久建议，一方面要加大对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的支持，另一方面
加大充电设备的研制和推广，让新能源汽车产业尽快“落地”。

这份详实的提案最终交给工信部承办。记者了解到，去年工信
部承办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661件，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268件。在建
议、提案办理过程中，工信部反复与代表委员沟通，召开座谈会，
多次实地调研，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去年研究推出了关于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的一揽子措施。

何香久说，工信部给他的回复超过 4000 字，非常详细地列出
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以及下一步的措施。“新能源汽车
的事，我会一直关注，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还要继续提。”

“老字号”掌门人的责任感

得知全国政协将 2017 年第一场双周协商座谈会的主题聚焦在
“中华老字号品牌质量提升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张彦森感到很振
奋。

身为天津同仁堂和狗不理两家“老字号”的掌门人，张彦森早
在 2008 年的全国两会上就在提案中呼吁：“老字号代表着中华传
统文化，老字号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政府
有关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并积极扶持和保护老字号。”

张彦森还记得，当年那件提案被列入商务部办理的重点提案，
两会结束后，商务部一位司长就拿着提案来到天津，围绕如何保护
老字号问题和他聊了很长时间。

从那时起，国家陆续出台了多个有利于老字号发展的政策文
件，对老字号企业改革、融资信贷、创新发展等给予支持。 2016
年，全国政协将“中华老字号品牌质量提升情况”列入当年六项重
点视察活动之一深入调研，形成了《关于视察中华老字号品牌质量
提升情况的报告》，供中央决策参考。

2017 年 1 月，商务部等 16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老字号
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从提高市场竞争力、保护经营网点、
改革企业产权等方面布置多项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老字号的改革创
新发展。

从一件提案，到推动视察调研，再到一份份文件出台……提案
产生的效果，让张彦森深切感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肩负的责任。他
一如既往思考着如何把老字号“金子招牌”擦得更亮，通过提案、
双周协商座谈会等多种渠道为老字号的振兴建言献策。

努力为得水源清

全国两会临近，天津市水务局副总工程师周潮洪的脸上洋溢着
喜悦。 2016 年，她连续作为牵头人提出了 4 年的“加强引滦入津
水源地潘大水库生态保护”建议，终于取得实质性进展。

“ 10 年前，我在调研中发现引滦入津水源地潘家口、大黑汀
水库因为当地村民网箱养鱼水质急剧恶化。以前当天津市政协委员
时，我就不断提这方面的提案，但解决这个问题毕竟还涉及河北
省。”周潮洪说。

从 2013 年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潮洪，连续 4 年提出
关于保护引滦入津水源地的建议。

周潮洪说：“ 4 年来，天津市很重视这个建议，一直都是以我
为牵头人，代表团的代表们联名提出。每年我都会得到反馈，环保
部、水利部、财政部等部门都找我了解过情况，他们也实地去调
研，寻找解决办法。”

2016 年，她终于看到这项工作有了实质进展。去年 11 月起，承
德、唐山两地启动了集中清理潘大水库网箱养鱼工作。现在，天津市
正在与河北省联合制定《引滦入津水环境补偿实施方案》，由国家和
两地共同出资设立引滦入津水环境补偿资金，建立保护机制。

“这个事情涉及天津、河北两地的众多人口，出台方案的确还
需要一些时间，这就需要我们人大代表不断地把人民的心声传递给
国家。”看到如今的变化，周潮洪很激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为老百姓做点实在的事情，这是我应尽的职责。”

(记者陈菲、张辛欣、崔静、丁小溪、李鲲、杨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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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新媒体专电(记者王浩程、周相
吉)“最美的彩虹在凉山，北京的火车到凉山……” 40 多
年前，还在上学的潘成英在课堂上学到了这首歌曲。那时
火车刚刚开通，这首关于铁路的彝族民谣传唱在大凉山
区，成为很多凉山儿女心头抹不去的记忆。

40 多年后，火车换了，车站变了，潘成英也从一名
学生变成一位全国人大代表。

如今的她，依然常常乘坐这趟火车走访村民、调查研
究，与很多身处凉山腹地的村民一样，“慢火车”已经成
为生活的一部分。对于火车的依赖和感情，他们始终没有
改变。

列车上的“动物园”

历时 9 个多小时，经过 353 千米，停靠 26 站，全程
票价 25 . 5 元。

这是 5633/34 次列车的全程运行情况。这趟往返于凉
山州越西县普雄镇和攀枝花之间的列车，从 1970 年开
始，已经运行了近半个世纪。

今年两会前夕，潘成英再次踏上这列火车调研。
在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 行李车厢，潘成英和普雄

镇且托村的木色五染等几位村民围在一起。旁边堆放着几
个装满活鸡的大背篓。

对于 61 岁的木色五染来说，这条线她再熟悉不过了。
20 年前，她就是坐这趟车把山上采集的中药带到城

里售卖。 20 年后，她依旧在靠着这条铁路增收致富。
每隔一天，这位老人便会和三五乡亲一起，背着前一

天收好的鸡，步行 1 个多小时，赶在 13时 01 分之前登上
从普雄站发车的 5633 次列车。

几元的车费，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在喜德、冕宁等地
下车，把鸡卖给当地鸡贩后，再乘坐当天的 5634 次列车
返回。

每斤 20 元收， 21 元卖。除去车费，木色五染一天可
以赚到四五十元。

每年卖鸡几千元的收入，已经成为她家庭收入的重要
补充。“火车方便、票价低，我们才能赚到钱。”木色五
染讲述时，对铁路给她带来的便利心满意足。

车厢远处，成群的鸭鹅，叫声此起彼伏，几只山羊在
车厢里互相争斗，俨然一派“动物园”的场景。

说话间，一只鹅下了个蛋，引得满堂哄笑。
“过彝族年的时候，行李车厢里的家禽家畜更多。”

说起过年时的情形，列车长阿西阿呷兴奋地说。
为了方便沿线彝族村民携带牲口赶集贸易，列车专门

打造了“行李车厢”安置牲口和大件行李，沿途车站还配
备了专供牲口上下车使用的梯子。

穿行在这儿的扶贫“慢火车”，已经成为拉动沿线经
济发展和百姓生活的重要“引擎”，也为大凉山区的脱贫
攻坚发挥着它独有的作用。

驶向希望的“慢火车”

海拔 2400 多米，地势险峻，这里是成昆线上条件艰
苦的高山车站——— 沙马拉达车站。

14时 10 分，潘成英乘坐的列车抵达沙马拉达车站。
每天 14时 10 分至 14时 12 分， 5633 次列车在这里

停留 2 分钟，为喜德县沙马拉达乡火把村村民的生活创造
了不少便利。

在沙马拉达乡火把村，潘成英走进了建卡贫困户吉克
瓦则的家中。

走进老乡的土墙房，昏暗的房间内，墙上几幅金黄色
的奖状引人注目。

“我大女儿出嫁了，二女儿毕业后在甘洛当幼师，儿子
在内江读大学，小女儿在喜德读中学。”老乡对潘成英说。

靠着洋芋、荞子、苞谷、花椒等农作物，吉克瓦则家
一年收入 3 万多元，除去两个娃娃上学 1 万多元的费用，
剩下的钱也只够他们买点种子化肥，维持日常生活。

为了帮扶困难家庭，车站让困难学生免费乘车。吉克
瓦则的妻子欣慰地说：“娃娃坐火车去读书不要钱，很方
便，好得很。”

在大凉山区，像吉克瓦则一样重视教育的家庭越来越
多。逢站就停“慢火车”，让娃娃们的求学之路变得更加顺
畅。

“这条铁路不但是扶贫之路，更是一条求学之路、希
望之路。”沙马拉达站站长薛东旭谈起对这条“慢火车”
的理解。

薛东旭说：“车务段为车站配备了专门的彝族站长和彝
族职工，这样可以用彝语更好地为山区彝族同胞服务。”

赶集、走亲戚、上学……沙马拉达车站每日乘车人数
从几十到上百人不等，虽然人数不多，却肩负着支持凉山
精准扶贫、帮助彝区农产品流通及助力彝族同胞走出去长
见识、摆脱贫穷奔小康的重任。

亏损中的公益“和谐号”

儿童的背带、缝制编织袋的麻绳、透明胶带……一件
件专门为彝族乘客准备的物品整齐地摆放在列车上的一个
便民箱里。

“乘客装作物的麻袋破损后，在车上可以及时进行
缝合，保障乘客顺利出行。”阿西阿呷说。

东西虽小，情谊却深。作为在这趟车上服务了 20 多
年的列车长，阿西阿呷和彝族乘客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

“垃圾别往窗外扔，放进盘里最卫生；行李莫把车
门堵，旅客上下不受阻……”

此时，在车厢里，列车安全宣传小分队用汉语彝语
双语广播引导乘客文明出行。

近年来，除了在车厢改造、车站人员配置等硬件方
面改善外，火车上的“软”服务也在不断升级。双语广
播通过积极宣传，不但提高了村民素质，也为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起到了积极作用。

“‘慢火车’是我们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老百姓的
专车，对带动老百姓脱贫致富，走出大山有着非凡意
义。”完成对“慢火车”的调研后，潘成英认为，在动
车、高铁不断延伸提速的今天，这趟穿行在大凉山地区
的慢火车的意义更加凸显。

在全国，像 5633/34 次这样的公益性扶贫列车不在
少数。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全
国铁路共开行这样的公益扶贫列车 81 对，主要分布在
西南、西北和东北偏远贫困地区， 2016 年共运送旅客
近 3000 万人次。“铁路部门对公益扶贫列车长期执行
1995 年的普速旅客列车运价标准，票价 30 多年未
变。”这位负责人介绍。

“慢火车”为改善贫困地区发展环境和条件提供了
重要支撑，也在国家推进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进程中发挥着更大作用。

扶贫“慢火车”，“慢”出来好日子
人大代表大凉山履职记

▲２月２１日，全国人大代表潘成英（左一）在５６３３次列车上调研，与乘车村民面对面交流。 新华社记者周相吉摄

新华社记者张辛欣、侯雪静、谭谟晓

对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
支书记裴春亮来说，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是他前来参加十
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最重要的“行李”。

这个纸袋里装的是他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年来
所提建议的回复。他带着这些资料，目的是要看看相关部委
的承诺有没有落到实处。“这个账要好好对一对，也给乡亲
们一个交代。”他说。

去年两会期间，他提出的“扶贫与扶志扶智并举”的建
议，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回复。

“要强化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特别是要处理好国家、社
会帮扶和自身努力的关系，提高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和自
我发展能力，注重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裴春亮告诉记
者，国务院扶贫办曾回复他，表示将加大政策落实力度。

“人穷不能穷志气。”一辈子和农民打交道，裴春亮明

白，脱贫最关键是要解决人的问题，调动他们干事创业的
热情，让每个人“有愿望”“有本领”。

位于太行山边的裴寨社区，三面环沟，一面靠山，曾
是全省有名的贫困村。11 年前，裴春亮当选村委会主任。
修水库，发展大棚蔬菜，种植鲜花，搞红色旅游……这些
年来，裴春亮带着村民一步步走上致富路。

“我们每年评选致富能手，去年还把电商引来了。”裴
春亮说，去年 12 月，村里举办红薯粉条文化节，7 天就卖
了 13 万多斤红薯粉条。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裴春亮把对裴寨社区扶贫的思
考写进建议，提交给了相关部门，也格外关注自己建议回
复和落实情况。“每年拿到政府工作报告，第一件事就是
把扶贫和农村的字眼圈出来。”他说。

从最早的加大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到注重农村水安
全、农村污染防治、农村素质教育，再到农村合作医
疗，裴寨社区的进步，是全国脱贫攻坚历程的缩影。裴

春亮的许多建议，也都能在中央扶贫政策中找到“回
应”。

几年间，裴春亮多次接到国务院扶贫办等相关部门的
电话和文字回复，也参与了相关问题的调研。“在接到回复
后几天，相关部门还会专门询问我，对答复是否满意，建议
是否落实到位。”他说。

“我也不客气，不满意就提出来，再去沟通。”裴春亮说，
这些年的建议和回复他都保留着，每年都要拿出来，“对对
账”。“我是一个纽带，要把大家的呼声带上去，也要把国家
有关部门的答复给乡亲们说清楚。”

2016 年，国务院扶贫办承办了人大代表建议 275件、
政协委员提案 173 件，其中对电商、光伏等扶贫新业态关
注度较高。

“今年我还要提扶贫建议。”裴春亮说，他想把村里对旅
游扶贫的尝试和思考，包括问题和建议提出来。

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电

一个牛皮纸袋里的“履职路”

■记者手记

“慢火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从西昌乘汽车出发蜿蜒行驶 6 个多小时到达凉山州
越西县普雄镇后，才得知，如果选择火车到此，可足足节
省两个小时。

今年两会前，记者跟随全国人大代表到大凉山深处
调研，第一次坐上了传说中的“慢火车”。

火车除了坐人，有一节行李车厢专门留给牲口来
“坐”。在这里，山羊、鸡、鸭、鹅等和谐地共处一室，有时还
能看见猪和牛。车厢里，穿着彝族服装的男女老少，有的
背着大箩筐，有的扛着几袋土豆，好不热闹。

1970 年成昆线建成通车，创造了世界铁路建筑史上
的奇迹。从那时起，生活在凉山的彝族百姓便与铁路结下
了不解情缘。普雄是 5633 次列车的始发站，这趟车途经
过 2 市 5 县，全程 353 公里，经停 26 站，全程 9 个多小
时，票价 25 . 5 元，终点是攀枝花。

平均每站的价格竟然不足一元？听到如此低价，记者
在惊讶的同时，真切感受到“扶贫列车”并非虚名。

2 月 22 日，大凉山满山飘雪，前去调研的记者乘坐
越野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悬崖。一
辆面包车从左侧超车后侧滑失控，一边旋转一边重重甩
到了路边的护栏上。

除了时间短、票价低，乘坐火车的安全性成为村民出

行考虑的重要因素。山谷交错、复杂险峻的地理条件决
定了火车更适合大凉山百姓的出行。恶劣的自然环境
下，凉山腹地的彝族百姓对脱贫致富有着更深切的渴
望。

到了普雄镇中心，距且托村彝族老乡木色五染的
家，还有十几分钟车程。本以为去村里的路会很颠簸，
没想到平坦的水泥路竟一直铺到了村民家门口。

进了院子，地面泥泞湿滑。一间外表满是裂缝的土
墙屋在风雪中显得单薄。屋子没有窗户，不大的房间
里，电视、沙发和衣柜等却是一应俱全。

脱贫攻坚，“里子”比“面子”更重要。在外表略显破
旧的房子里面，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借着大凉山的“慢火车”，木色五染找到了自己的
“致富经”。每隔一天，她坐火车背着低价收来的一筐鸡
去城里卖掉，当天返回，除去车费，一天的辛苦可以换
回几十元的回报。“现在我们的日子都过得好。”木色五
染说。

在大凉山，像木色五染这样受益于“慢火车”的故
事还有很多。每天“慢火车”穿行于凉山，脱贫攻坚一天
都没被耽误。

调研结束后，记者乘坐飞机从西昌起飞，俯瞰整个
大凉山地区，一片银装素裹。“再来时，这里的变化应该
更大吧。”

(记者王浩程)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新媒体专电

“慢火车”跑得比汽车快

历时 9 个多小时，经过 353

千米，停靠 26 站，全程票价 25 . 5

元。这是 5633/34 次列车的全程

运行情况。这趟往返于凉山州越

西县普雄镇和攀枝花之间的列

车，从 1970 年开始，已经运行了

近半个世纪

这趟扶贫“慢火车”，已经成

为拉动沿线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

的重要“引擎”，也为大凉山区的

脱贫攻坚发挥着它独有的作用

目前，全国铁路共开行这样

的公益扶贫列车 81 对，主要分

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偏远贫困

地区 ，2 0 1 6 年共运送旅客近

300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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