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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张倵瑃、徐祥达、邹明仲

当 K7328 次列车驶抵辽宁省阜新
市新邱区时，一眼就能看到有座高大的
土山耸立在铁路桥旁，不时有大卡车在
盘山路上行驶。一位乘客告诉记者：“这
可不是一般意义的土山，这是我们阜新
的‘特色’煤矸石山。”

从这座高耸的矸石山往后望去，是
绵延百里的矸石山脉，从新邱区一直延
伸到清河门区。

煤矸石也可以堆积成山？没错。阜新
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1890 年，阜新
人在新邱区发现了第一锹露头煤，这片
土地上从此掀开了煤炭开采的历史。从
清末光绪年间到本世纪初，阜新市经过
一百多年的煤炭开掘，留下了巨型矸石
山和粉煤灰大型堆放场，总堆积量达到
20 多亿吨。

在蜿蜒起伏的矸石山下，有一位新
“愚公”，她发誓要一步一步把矸石山“吃
掉”，要千方百计把这些废弃物打造成有
价值的“宝贝”，还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
水”。她就是孙秀芹，当地人都亲切地叫
她“孙二姐”。

生在矸石山下，立志移走

矸石山

在阜新市新邱区天合环保建筑材料
厂见到孙秀芹时，她正在洗衣服，朴实的
外表、普通的着装，让人很难想象出她就
是人们口中那个敢想、敢闯的孙秀芹。

“我落地就生在矸石山底下。”孙秀
芹说，“咱们阜新这个地方爱刮大风，当
年一刮风，矸石山上的煤灰就四处飞扬；
天热的时候，矸石山某些地方还会自燃，
气味刺鼻。打我记事起，家里人说话总是

嘶哑声，嗓子里从来没透亮过！”
煤矸石，是掘进、开采和洗煤过程中排出的固体废物，是煤

的伴生废石，到目前为止，煤矸石的堆积和污染仍是一个世界性
难题，它占用大量农田，严重污染城市环境和地下水。“以前阜新
有个笑话，我们这里没有白鸽子，只有灰鸽子，一刮风，天就黄澄
澄、雾蒙蒙的，白鸽子看着也是灰的。”孙秀芹笑着说。

“要是能把煤矸石山移走多好！”孙秀芹说，她打小就有这个
梦想，“谁不想生活在鸟语花香的地方呢？”

“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孙秀芹说，她最初是做煤炭生意
的，往发电厂送煤。发电厂扩建，厂里领导问她，能不能把发电厂
烧煤的废弃物粉煤灰“处理掉”。

孙秀芹动了一番心思，承包了一家烧砖厂，打算将粉煤灰作
为烧砖用的“土”。可是，怎么才能做出粉煤灰砖？那些年，她到处
取经，只要国内召开这类经验交流会她都参加。

2002 年，经过反复实验，孙秀芹带着工人用粉煤灰与煤矸
石混合制坯，在老式轮窑内烧制出了红色的成品砖。

“当时，还需要把砖坯子露天晾晒，烧砖的设备很先进，但是
窑不行，是‘大马拉小车’。”孙秀芹说，“我想，这不行，还得改造，
我的目标是从这边把砖坯子放进去，那边出来就是成品红砖。”

为了这个目标，孙秀芹四处打听，在 2009 年，她在山西省引
进了烘干、焙烧一体的一次码烧隧道窑，真正实现了“制坯不用
土，烧砖不用煤”。孙秀芹介绍，去年全年，她的厂生产了 1 . 6 亿
块砖，消耗煤矸石和粉煤灰 100 余万吨。

把每一丝余热、每一滴废水都用起来

在孙秀芹的厂区，绿树成荫，种植着各类花卉和果树。孙秀
芹自豪地为记者介绍起厂子的历史。“从 2010 年到 2016 年，我
们每年建一个窑，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在当地引起了很大轰动。”

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孙秀芹琢磨起了能源的循环利用。
“煤矸石和粉煤灰制成的砖坯是可燃的，在窑里只需点燃即
可，温度非常均匀。”孙秀芹由此想到，能否把烧砖的余热利用
起来呢？

“我们这个地方冬天很冷，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用余热来供
暖，这样一来，就能实现全年生产，工人能多拿好几个月的工资，
我也能增加效益。”2009 年，孙秀芹建成了用烧砖窑余热为车间
和办公楼供暖的管道系统，真正实现了全年不停工。(下转 3 版)

就斯里兰卡洪水和
山体滑坡灾害，习近平向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
致慰问电，李克强向斯里
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
致慰问电

本报记者王存理、王骏勇、朱国亮

今年一季度公布的南京市年度机关作风
综合评议结果中，市公安局再次夺得第一，并
在全部 10 个考评项目中获 7 个第一。全市
11个区的公安分局，有 10个获各区第一。

点多线长、队伍庞大、直接面对群众的公
安部门，何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南京市公安
局把作风“融入”业务，用民意“牵引”工作，构
筑民意主导型警务服务、运行、监督机制，最
大限度疏浚“民意堰塞”，引来群众叫好点赞。

一个“不满意”换来三项整改

南京市民陆军今年初的一天收到南京公
安“民意 110”发来的一条短信，请他对前一
天的新车上牌业务进行评议。想到领牌照时
现场秩序有些混乱，他便回复“不满意”。

令陆军没想到的是，刚一回复，警方立即

来电询问原因。第二天，车管所负责人又致电
表达歉意，并告知已采取三项整改措施：在取
牌窗口设置进度电子屏、提供车牌邮寄上门
和安装服务、安排专人维持取牌现场秩序。

群众有不满，马上就整改，已成为南京公
安工作的常态。2015 年，该局创设了一个类
似电话客服中心的机构———“民意 110”，对
全市每天约 1 . 8 万起接处警和警务服务事
项，逐一发送短信主动回访。一旦有群众回复
“不满意”，就会致电询问原由，只要诉求合理
合法，即启动整改，并生成督办单流转跟踪，
直至问题解决。

专门负责“民意 110”运行的警务效能监
察支队支队长戴勇说，以“民意 110”为龙头
的民意监测研判系统，就像警队内部的神经
中枢，通过收集民意、监督整改，使每一个群
众不满意事项，都与警队乃至民警的考核挂
钩，最终形成“不满-回访-整改-反馈-沟通-
满意”的“生产链”，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据初步统计，“民意 110”上线以来，共
收集群众不满意事项超 13 万件，整改率达
99 . 85%。“这 13 万多个不满意解决得好
坏，不仅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感受，而且影响
其背后几倍群众的感受，”南京市公安局常
务副局长李明杰说，把群众的每一个不满
意化解掉，就是为人民服务，由此我们形成
了工作围着群众转的新格局。”

一片“不满意”引领服务方

式变革

收集单个的群众不满并整改，是民意
监测研判系统的一项基础功能。更重要的
是，它能运用“大数据”模式，进行民意分析
研判，把个案累积研判转化成科学决策依
据，形成“收集不满-分析研判-优化决策-
改进工作”的另一条“生产链”，为公安完善
工作、改进服务提供指引。

打开民意监测研判系统，轻点鼠标，哪
个部门哪个民警的不满意率是多少，哪个
条线哪个环节容易引发群众不满，一个阶
段群众意见大致分布情况如何，一目了然。

去年，“民意 110”监测发现，一向满意
率较高的出入境办证窗口照相环节不满
意较多，全年整改工单高达 258 件，随即
启动联席机制进一步研判，发现症结主要
是照相效果不佳、服务不热情。随后，出入
境管理支队便着手改革警务模式，并上线
了免费自助照相系统，覆盖各办证点，投
诉立减。

因不清楚管辖范围，过去群众报案常
遭遇推诿。去年，在民意“牵引”下，南京公
安推行受案、立案制度改革，规定群众报案
一律先受理，内部再流转。市公安局法制支
队政委吴凌云说，群众找公安，看到的都是
“大盖帽”，哪知道我们内部分工？不能把
“皮球”再踢回给群众。 (下转 2 版)

新华社合肥 5 月 28 日电(记者徐海涛)“文明餐桌，俭以养
德”“我光盘、我光荣”“不剩菜、不剩饭”……日前，安徽合肥市启
动“文明餐桌光盘行动”，创新机制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吸引企业和市民参与，计划到年底将推广范围扩展到 1200家餐
饮企业和单位、学校食堂。

为深入推进“光盘行动”遏制浪费，用“小餐桌”带动城市的
“大文明”，合肥市日前选择在餐饮企业最多的蜀山区启动“文明
餐桌光盘行动”。前期面向全市开展文明餐桌标语征集活动，征
集到了 1000 多条标语，从中精选出 10 条。同时通过推荐、考察
等形式，评选出一批餐饮企业和单位食堂成为首批“文明餐桌”
示范点。

据了解，小到沙县小吃、兰州拉面，大到五星级餐饮名店，蜀
山区将在入选示范点的餐饮店内发放免费宣传品、张贴活动海
报、放置宣传展架，还将在每一张餐桌上摆放印有“拒绝‘舌尖上
的浪费’”“我光盘、我光荣”等字样的文明就餐桌牌。就餐市民可
以通过扫描宣传品上的二维码，观看“文明餐桌”公益微视频，参
与餐饮类互动体验游戏等。

“我们希望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提高餐饮企业和民众参与
的积极性和热情，逐渐减少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和商家希望客人
过度点菜等不文明行为。”合肥市蜀山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何琨
介绍，计划到今年底将把“文明餐桌光盘行动”推广范围扩展到
1200家餐饮企业和单位、学校食堂，通过持续的氛围营造，使节
俭理念变成广大市民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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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安徽合肥启动

“文明餐桌光盘行动”

用民意牵引改革，让群众评判工作
南京公安跟踪民意改进工作调查

要 闻 播 报

新华社记者王曙晖、许雪毅

端午，绕不开粽子、龙舟和屈原。
当个人记忆融于家国情怀，当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上升为国家工程，端午等传统
文化正在更多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加
大了走出国门的步伐。

缅怀与激昂：个人记忆与

家国情怀水乳交融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呷
粽子，洒白糖；龙船下水喜洋洋。”在汨罗江
畔的一座乡村小院里，83 岁的李娭毑将新
鲜粽叶卷好握在手心，舀一勺伴着红枣的
糯米填进去，再用天然草叶将粽子裹紧，一
个红枣粽做好了。

“从祖母到我女儿，现在一起包粽子的
是整整四代人。”李娭毑的孙媳妇吴秋容
说，代代相传的手艺给端午节平添了温暖
团圆的意味。

端午文化里，个人记忆与家国情怀水
乳交融。福建泉州学研究所文化学者林少
川说，奶奶没读过书，但他清晰地记得 7 岁
那年的端午节，奶奶一边在闽南古大厝八
仙桌上包粽子，一边为他启蒙：“古时候有
位好人，他叫屈原，很爱国……”

这种文化印记把各地中国人联系在一
起。前几天，林少川在台湾出差，听到台北
高楼里飘出邓丽君的闽南语歌曲《烧肉
粽》，看到年轻人聚集地西门町摆放着传统
粽子，他倍感亲切。

“两岸本是一家人，端午习俗差不多。”
福州台商李儒钦在微信朋友圈“应景”转发
端午信息。他说，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赛龙
舟，还包括点雄黄酒、立鸡蛋、用艾叶泡澡
等，对屈原的缅怀和景仰总能引起共鸣。

求吉、纳祥、辟邪，是中华民族传统节
日的普遍主题。端午节的出发点是仲夏入

暑时节祛病强身，后来加入祭祀屈原的传
说，注入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凝聚中华民族
“根”与“魂”的独特节日。

这个节日既有厚重的缅怀，也有激昂
的力量。屈原研究专家、湖南省汨罗市文联
原主席甘征文说，“牛歇谷雨人歇端阳”，赛
龙舟、做香囊、游端午，是屈原浪漫主义精
神的延续。“宁荒十年田，不输一年船”，端
午赛龙舟活动，人人参与，是齐心合力、拼
搏向前的象征。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和端午节一
样，中国很多节日既有遵从自然律令、趋吉

避害的生活智慧，也蕴含中华民族正直磊
落、忧国恤民、浪漫诗意等人文理念，通过包
粽子、吃月饼、赛龙舟等参与性很强的活动，
潜移默化给予大家力量。“这些文化基因，大
家不一定意识到，却融化在血液里，成为我
们最朴素的道德认知与精神追求。”

传承与发展：国家努力民

间发力

28 日，在上海宝山区罗店镇罗秀湖
上，三艘龙船并发，或前后追逐，或左右穿

梭，表达先民端午驱除“五毒”的美好愿望。
这种“罗店龙船”在当地人的生活与记

忆中流传了 400 多年，但技艺一度濒危。
1992 年，刚退休的张福成老人和哥哥花了
三四万元积蓄，复原造出一艘新龙船。他们
没想到，镇政府购买了龙船，并在 1994 年
举办了首届龙船文化节。

如今，罗店划龙船习俗，既是国家级
“非遗”名录项目，也是上海地区标志性的
端午民俗。“希望更多有知识的年轻人喜欢
并学习这门手艺。”张福成老人说。

(下转 2 版)

端午：绵延的记忆，永恒的家国

新华社北京 5 月 28 日电(记者詹奕嘉、
黄浩铭、陈菲)随着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
段，中央和地方政府扶贫资金投入不断增加，
但一些贪腐“黑手”却伸向了贫困户的“救命
钱”“活命钱”。

2016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扶贫
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 1892 人，与 2015 年
同比上升 102 . 8%。

扶贫领域“最后一公里”为何发案突出？如
何更有效地严惩严防“劫贫济腐”问题……围
绕这一系列问题，记者奔赴广东、广西，对检察
机关查办的一些扶贫腐败案进行了深入采访。

“雁过拔毛”

一村半数危改资金进入干部腰包

“去年突然有几个检察官来找我，我才知
道自己的危房改造款被人吞了将近一半。”广

东省揭阳市惠来县鳌江镇鸟坑村村民高乃闸
回忆说，2014 年，他领到 8000 元危房改造补
助，而他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可以拿到
15000元。

检察机关查明，2013 年至 2014 年期间，
该村村支书高朝胜违规收取住房困难户的银
行存折后到信用社领取现金，以现金方式不足
额发放危房改造扶持资金，截留 13 户住房困
难户 80000元，相当于一半危房改造资金落入
了他的腰包。2016 年，高朝胜被判犯贪污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万元。

检察机关查办的这些案件，在扶贫领域
有一定代表性。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广东检察
机关共立案查处扶贫职务犯罪案件 118 人，
绝大部分是村两委干部和工作人员，而且窝
案串案、群贪群腐现象较为突出。这些基层干
部被群众讽刺为念歪扶贫“好经”的“歪嘴和

尚”。
从涉案金额看，去年广东扶贫职务犯

罪案件涉案金额平均每宗 12 . 5 万元，最
高涉案 54 万元。

“一些涉案人员虽然级别不高，涉案金
额不大，但夺取的是贫困群众的‘活命钱’，
坑民害民的行为危害性大，影响了党委政
府的公信力。”广西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郭魏说。

公开“缺位”

“链条式腐败”触目惊心

近年来，多地职能部门采取村账镇管、
建立村财监督小组、不定期监督检查等方式
力保扶贫资金精准落地。为何在如此之多的
监督手段和措施下，有的地区依然发生扶贫
贪腐案件，甚至出现基层“塌方式腐败”？

记者就“劫贫济腐”背后的因素采访了
多位检察官、基层干部和村民。

村务公开程度不足，是绝大部分出现
扶贫腐败问题村落的“通病”。梅州市五华
县棉洋镇双璜村原村支书宋富强等 5 名村
干部 2014 年通过借村民身份证造假材料
方式，骗取扶贫专项资金 32 万元。

五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彭宙告诉记
者，该村村务公开内容常年不换、财务制度
十分混乱，重大事项、重大开支根本不公
开，甚至出现晚上信息上墙、次日早上撕掉
的“走过场”公开，群众无法了解村务特别
是扶贫政策真实情况。 (下转 3 版)

扶贫“最后一公里”为何成“贪腐重灾区”

▲ 5 月 28 日，为期三天的 2017 年中国龙舟公开赛贵州·铜仁站暨中国传统龙舟赛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的锦江河上拉开
序幕。 新华社发(龙元彬摄)

■新媒接入

新华社出品的系列

纪录片《非洲百年铁路

梦 My Railway ，My

Story》来啦！

一个从无到有的奇

迹，一个关于改变的故事。

新华社出品纪录片

《 非洲百年铁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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