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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2 月 11 日电(记者孙志平、李丽静、甘泉)
冬日的阳光照在洛河上，在河的南岸，一处喧嚣的工地打破
了冬日伏牛山的宁静。在这里，一座崭新的小城镇正拔地而
起。位于河南卢氏县城西南角的这处工地，是全省最大的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 横涧园区安置点，占地 288 亩，可
容纳 10539 人居住。

卢氏县是河南四个深度贫困县之一。这个山区县有 4000
多个山头， 2400 多条河流涧溪，群众贫困且居住分散，当地
人形容该县是“一路十八岔，岔岔有人家，多则三五户，少
则一两家”。“逢到下雪封山，有的村庄既进不去也出不
来。”卢氏县委统战部部长、县扶贫办主任郭军文说，“年
年扶贫年年贫，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要想彻底拔穷根，必
须搬出深山。”

然而，真正让世代居于深山的农民搬出来，谈何容易。
谁搬迁？怎么搬？搬来了怎么住？资金怎么来？来了怎么生
活？一系列问题需要回答。

“确定一名易地扶贫搬迁对象，需要一套细致繁复的流
程。”卢氏县副县长陈伟介绍，当地先后经历选定搬迁区
域、公布搬迁条件、普查筛选搬迁对象、群众申请等 11 个
程序的精准识别，共确定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 9310 户
33866 人，约占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60% 。

搬迁看似简单，然而每一个数字变动背后都是一个曲折
的故事。官道口村杜双立和因脑溢血偏瘫的妻子、 17 岁的
儿子住在上世纪 80 年代建起的三间 60 平方米土坯房内，后
来院子里又建起两间共 30 平方米的平房，一间住牛，一间
住人。

“他们家，牛比人还金贵哩！”官道口村党支部书记李
海停说，“虽然老杜考虑到儿子将来结婚也想搬家。但人要
是搬走了牛就没处安置，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病。”镇村干部
三次上门做思想工作，最终决定保留他家的平房作为村集体
生产管护用房，既让他的牛有地方圈，也让农户的锄犁农具
有个暂放点，倔强的老杜这才同意搬家。如今新房子距离老

屋只有 2000 米，老杜每天清晨喂完牛就回到新家照顾妻
子。

据了解，卢氏县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建设中严格执行
人均住房面积不超 25 平方米的统一标准，同时也给每一个
贫困户最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其中，每户有五种安置地点可
供选择：镇区、城区、园区、景区和中心村。此外，卢氏县
专门成立和仲公司，通过运营安置区门面房等资产获得收
益，用于安置小区公共基础服务，搬迁户不用缴纳物业费，
不增加生活成本。

“做梦也没有想到，国家给俺送了一套房子。”在西城
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的新居里， 43 岁的东明镇小湾村
贫困户赵爱文笑得合不拢嘴。他们家四口人分得一套 100 平

方米的新居，入住时不仅墙面粉刷干净，窗明几净，连马
桶都是装好的。“添置一张沙发、两张床就住进来了。”
她告诉记者，新房用水、用电、取暖都方便。

卢氏县发改委副主任赵小慧介绍，在易地扶贫搬迁过
程中，卢氏县坚持守住搬迁群众不举债的底线，资金来源
一方面是中央财政补助及省级平台融资人均 6万元；另一
方面享受旧宅腾退复垦券交易政策，截至目前，已累计交
易宅基地 A 类复垦券指标 1951 亩，成交额 5 . 85 亿元，
资金用于后续发展和同步搬迁。

“搬迁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卢氏县委书记王清
华介绍，卢氏县在安置区建设之初就进行扶贫车间、光伏
电站等产业扶贫配套，按照不同安置区域、搬迁家庭逐户
落实后续帮扶措施。

一走进刚刚领到“脱贫光荣证”的王东红家，夫妻
俩就热情地拿出柿饼、花生、糖果，打着手势招呼客
人。王东红夫妻是一对聋哑人，一个月前刚从距离 2 个
小时车程外的瓦窑沟镇庙上村三间石头砌成的老房子搬
到新居。

王东红 65 岁的母亲杨青慧告诉记者，王东红从小吃
苦耐劳，会砌砖拌灰建房子、用蒸锅做袋装菌棒、刷漆
做水磨石搞建筑，甚至还会走村串户收购香菇。如今他
们的一双儿女学习成绩优秀，让一家人生活充满了希
望。王东红搬到新居后，会缝纫手艺的妻子准备进入扶
贫车间做衣服挣工资；而王东红也有自己的打算，他要
在附近园区承包一个标准化食用菌大棚，仅此一项预计
可年收入 3万多元。

从农村进入卢氏县城的公路上，一条扶贫宣传语格外
醒目——— “扶一把，站起来”。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支持
下， 2016 年至今，卢氏县已有 5545 户 20211 人实现易地
搬迁住进新居，意味着平均每天有超过 7 户 26 人迁居新
家。他们搬出世居的大山，作别眷念的故土，用勤劳双手
创造新的生活。

平均每天逾 7 户贫困户迁居新家
河南卢氏县易地扶贫搬迁见闻

3 张小圆桌整齐地摆在房间中
央，桌上放着 1 盆翠绿的植物，旁边是
五颜六色的沙发椅，房间的一角还有
一个游戏区，摆满小朋友们喜爱的弹
力球、小木马等玩具……你或许不会
想到，这是呼和浩特第二监狱的亲情
会见室。

今年 31 岁、已服刑多年的赵某站
在亲情会见室旁边的等候室内，不停地
搓着衣角，低着头，等待家人前来探望。
亲情会见室里传出几位女士说话的声
音，赵某猛地抬起头，看向门的那一侧。

大门打开，赵某在狱警的带领下
缓步走入亲情会见室。“妈！你们都来
了。”看到母亲、妻子、妹妹都来看望自
己，他开心地与她们一一拥抱。

“刚理了头发哇？”赵某的妈妈拉
着儿子的手说。“前几天刚理的，准备
过年。”

“过年你们也要忙吧？”赵某的妻子
接着问道。“已经开始忙了，我们过年想
做几种新点心，最近都在忙着研发。”

赵某在监狱从事后勤劳动，是监
狱食堂主食花色研发小组的一员，负
责制作服刑人员一日三餐的主食。临
近年关，研发小组准备推出几款新的
糕点，榛子酥、曲奇饼干等都被列入了
研发日程。

赵某作为小组主力为糕点研发出
了不少点子，他将做糕点时的趣事一
一讲给家人听。“之前在外面看见人家
做曲奇饼干，觉得挺容易，我们一烤都
成了小石头，嘎嘣硬，也不知道哪里不
对。”听到赵某做点心时的糗事，家人
都哈哈大笑起来，妹妹吐槽道：“老哥
你该不会是把糖和碱搞错了吧？”

妻子一边笑，一边叮嘱赵某说：“糕点制作你还是要好
好学，小楚出来以后开的蛋糕店，现在一个月都能挣四五
千。前几天来电话说谈了个对象，准备过了年结婚呢。”小楚
是赵某的狱友，以前也是主食花色研发小组的一员，在监狱
里学会了糕点制作的技能，2017 年夏天出狱后，回老家开
了蛋糕店，现在已经能自食其力。

听说小楚要结婚了，赵某也高兴起来。“我现在也要好
好改造，学本事，出去也能谋个营生。我现在已经攒了 5 个
功了，今年有希望申请减刑。”听到这，母亲欣慰地拍了拍儿
子的肩膀，“好好干活，做事别偷懒。”

20分钟的亲情会见时间很快就到了，狱警提醒赵某要先
行离开亲情会见室。看着赵某离开，他的母亲嘴角挂笑，眼睛
却已湿润。“好久没有拉儿子的手了，这种见面形式真好，能碰
碰脸、拉拉手。”母亲喃喃地说。赵某的妻子补充道：“他真是改
了不少，性情沉稳了很多。原来他入狱前脾气很暴躁，从来没
有安静下来和我们说会儿话，现在也能和我们唠家常了。”

呼和浩特第二监狱监狱长王洪彬说：“服刑人员的教育
改造工作，离不开家庭亲人的协助。监狱发挥心灵亲情感化
的作用，在 2017 年 8 月设立亲情会见室，符合条件的服刑
人员可以申请和亲属进行零障碍会见。这种会见形式将家
庭的温暖、亲人的教诲和监狱的教育引导紧密结合起来，在
教育改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亲情会见室的墙上，挂着两行彩色的大字———“您的
爱，是他无尽的改造动力”“用亲情浸泡的种子，永远饱满而
晶莹”。在这两行大字下，已有几十名服刑人员与家人零障
碍会见，在亲人的关爱、阵阵的笑声和细心的叮咛中，服刑
人员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教化改造。

(记者陈磊、魏婧宇) 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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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邹大鹏、杨思琪)哈尔滨西站的
春运人潮熙熙攘攘， Z16 次列车长、 45 岁的张淑丽摸了
摸已经跟随她 20 年的茶叶盒，又按了按背包里的记事
本，整理了一下制服快步走向站台。

从哈尔滨至北京， 1200 多公里，张淑丽已经走班 20
年，小小茶叶盒却从不离身。“这里装的药有硝酸甘油、
降压药、退热贴等，以备不时之需。”张淑丽边打开茶叶
盒边说，她用这几样不起眼的小东西，救助过 200 多位生
病的旅客。

去年春运，一个 11 岁的男孩在车上高烧不退，浑身
抽搐，张淑丽迅速联系前方车站医院，给孩子贴上退热
贴，取来白酒给他物理降温。因为担心孩子抽搐时咬到舌
头，张淑丽就把自己的左手塞进孩子上下牙之间，忍着痛
给孩子擦身体。等停车后，把男孩送上救护车，她才发现
手掌已经被咬出了血。

“遇到这样的事，其实心里挺害怕，一旦不能把旅客
救好可咋办？”为了掌握更多的急救知识，张淑丽利用休
息时间阅读医学救护书籍，还向当医生的姐姐“学艺”。
如今，她能够简单判断旅客病症、分辨用药时机等，还组
织乘务员在车上开展应急演练。

去年 3 月，一位旅客突然摔倒在地，脸色青紫，呼吸
困难，嘴里有酒味。张淑丽判定可能是急性心脏病发作，
便解开患者腰带，保持血流通畅，又通过按捏穴位、滚压
按摩，一场挽救生命的“生死时速”就此上演。

参与抢救多了，张淑丽也就成了“铁轨上的急救专
家”。很多人不明白，列车员不只她一个，为啥每次重病
患者她都能第一个发现？

“ 5 车 2 铺下，女，约 70 岁，腿脚不好”“ 3 车 6
座，男， 80 岁，独自一人乘车”……翻毛了边的记事本
里藏着所有答案。这本“人物素描本”里，一系列“肖像
特写”都来自她细心的观察，里面记下的车厢巡视时发现
的重点旅客，每天都有 10 余位。

“车辆运行 10 个小时，特别是春运期间，车上人
多，空气流通差，容易引发各类突发疾病。巡视时多问一
句，多留意一些，就可能早发现患病的苗头，也许就会挽
救一个生命。”张淑丽说。

“张姐平时走路快、说话快，一天就没有闲着的时
候，一有空就一圈圈转，每天微信步数比我们年轻人都
多！”班组同事说，就是这些步数换来了一张张“重点旅
客分布图”。

张淑丽还在车上建立了“乘车医生档案”，由乘务员在
验票时向每位旅客询问，如果有医务工作者，立即将位置、
联系方式记录下来，旅途一旦有突发情况，方便及时救助。

茶叶盒、记事本、医生登记表，还有满脑子的急救知
识，就是张淑丽的“急救四宝”。春运路上，她悄悄守护
着那些素不相识的归乡人，也让寒冬里的“年味儿”多了
一丝平安幸福的味道。

“铁轨上的急救专家”

备下“四宝”救助旅客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11 日电(记者曹霁阳、张玥)眼下虽已
过了立春，可冰城哈尔滨市的最低气温仍达零下 25 摄氏度。
凌晨 6时，该市香坊区第一环境卫生清洁中心的环卫工人张
文才结束清扫，走进那家熟悉的包子铺。他摘下结了冰霜的帽
子和围脖，来到爱心墙前，取下一张小票递给服务员，端回两
个热气腾腾的山东包子。

这顿本应付款 7 元的早餐是免费的，包子由爱心人士赠
送，粥和咸菜由店铺无偿供应。

和张文才一起承担附近街区清扫工作的环卫工人有 30
多位，这家包子铺不仅为他们喝热水、就近休息提供方便，还
成了他们的“食堂”。这里已经连续 5 年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
粥和咸菜，如有需要还可以吃免费包子。

“我买两个花卷，粥和咸菜都是免费的，一顿饭两元钱，不
用折腾回家做饭或是啃冷馒头了。”55 岁的环卫工人蒋凤珍
说。

“墙上包子”的经营者王林是一名退伍军人，1998 年退伍
后留在哈尔滨创业，开了一家小火锅店。

哈尔滨是夏天高温，冬天极寒。这个冬天，气温一度达到零
下 35 摄氏度，环卫工人在街上清扫一会儿，就好像要被寒风
“扎透了”。

“有时候我们下班，环卫工人正好上班，但是整条街的店
铺都关门了，他们想上个卫生间，都没地方。”店铺凌晨打烊的
时候，整个城市还在沉睡，而王林总能看到环卫工人忙碌的身
影。

“开始只想到为他们提供热水、开放卫生间，但环卫工人起
早贪黑，劳动过后又累又饿，再赶回家吃饭太不方便了。”2012
年，王林把店铺划分出一块，开办了包子铺，正常经营的同时为
环卫工人就近用餐、休息提供方便。

后来，王林偶然读到了“墙上咖啡”的故事，讲的是国外一
家咖啡店，顾客每次买两杯咖啡，一杯给自己，另一杯挂在墙
上留给需要的人免费享用。温暖的情节触动了王林，他决定在
自己店里搞“墙上包子”，向环卫工人和需要帮助的人表达关
爱。

他制作了爱心小票挂在墙上，环卫工人凭小票就可以领
取免费包子。时间一长，很多食客都知道了“墙上包子”的故
事，付款的时候也主动多买几个，把小票留在墙上。截至目前，
王林已捐款超过 1 万元，还收到多位爱心人士捐款 1200 多
元。

“这几年，夏天有人给我们送绿豆水，冬天有人给我们送
热豆浆，现在我明白了，就像这包子，都是大家对我们工作的
认可，这活没白干。”张文才说。

现在，这条街上的环卫工人早、午餐都在“墙上包子”吃。

下雪天要加班，“墙上包子”也会跟他们一起“加班”。
一位顾客在店内用餐后，主动留下 20 个“墙上包子”。

这位签名“诗悦”的顾客留言说：“所有善行都应从点滴做
起，城市因此而美好。”

“墙上包子”温暖城市寒冬

▲ 1 月 24 日，农历腊八，环卫工人张文才展示爱心小票。 新华社记者曹霁阳摄

新华社长沙 2 月 11 日电(记者张春保、刘良恒)“我们
想探索一种全新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80 后”小
伙王洪健自称是个标准的“农创客”，他和团队在湖南长沙
县金井镇观佳村打造的“广吉生态”已小有名气。

站在正在建设中的“广吉生态”展示中心二楼，王洪健指
着一片农田喜滋滋地对记者说：“这是我们的基地，一共建了
6 个共生系统，包括小型污水生物处理系统、蛙菜鱼共生系
统、两系法养殖优化种养循环系统、果蔬家禽种养循环系统、
稻鱼共生增产系统、轮间套种种植系统等，通过这些系统，田
里无需打农药，化肥也少用了，基本可以实现生态循环。”

1984 年出生于长沙市的王洪健，2007 年留学日本学习
计算机与国际贸易，学成回国后最初在长沙一所知名中学工
作了一年多。天性爱“折腾”的他，在筹划开餐厅、寻找好食材
的过程中，感到农药化肥的滥用以及一些农业污染给食品安
全带来的危害，于是决定自己到农村去种田。

2014 年，他到金井镇观佳村流转了 400 多亩农田，开
始探索他理想中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来了一个从海归白领
到农村创客的大转变。

刚开始，父亲坚决反对，同为“ 80 后”的妻子不反对
也不支持。如今， 3 年多过去了，看到王洪健“折腾”得有
模有样，家人都说他“选对了路子”。更为难得的是，七八
个同样受过大学教育的“ 80 后”“ 90 后”，也认准了这份

事业，铁了心跟着他干。
在长沙县北部乡村，像王洪健这样的年轻农村创客有不

少。当地乡镇干部告诉记者，就在三四年前，长沙县与全国
大多数地方一样，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留守家中的多
是老人小孩，平时村里不要说“ 80 后”“ 90 后”，就是
“ 70 后”都很难找到几个。

作为全国百强县，长沙县南部镇街工业发达，北部 10
多个乡镇以农业为主，经济相对落后。为缩小南北发展差
异，长沙县提出了“富北”目标，但摆在面前的是绕不过去
的现实难题：农村“空心化”如何破局？如何吸引年轻人投
身农村产业？

经过调研和分析，长沙县委、县政府决定，利用靠
近省会城市的先天优势，启动建设“县+镇+企业”三级
农村创客平台，培育一批年轻农村创客，激发农村创新
创业活力。

红砖墙、现代风、开放式的办公空间……“ 80 后”
农村创客肖志祥团队在高桥镇利用旧厂房打造运营的创客
基地，跟城市里的大多数“双创”空间没什么两样，唯独
展示的产品“农味”十足。肖志祥说，现在已有 10 多个
创业团队入驻，创客们经常聚在一起碰撞交流。

长沙县现代农业示范区管委会主任何静宜介绍，近年
来长沙县每年安排 1000万元左右的农村创客专项扶持资
金，重点支持北部农村“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扶持优质
创业项目。 2017 年，长沙县为 17 个农创平台、 9 次农创
活动、 138 个优秀农创项目发放奖补资金 973万元。

春寒料峭，行走在长沙县北部乡村，记者能够强烈感
受到“农创客”的激情。冬天里，本该“沉睡的乡村”却
露出了勃勃生机，创客空间、创客沙龙、创客论坛……这
些城里人经常用来说事儿的时髦词儿，也成了村民嘴中的
常用词。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有知识的年轻人的积
极参与，希望未来有更多年轻人到乡村就业创业。”长沙
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委书记曾超群说。

“农创客”唤醒了冬天里“沉睡的乡村”

▲卢氏县东明镇小湾村贫困户赵爱文在新搬迁的
家里从冰箱取水果招待客人（ 2 月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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