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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冷暖在心头 新春服务“不打烊”
各地春节保障工作扫描
新华社记者

市场保供应，出行保安全，温暖送入困难户，民工工资不犯
愁，文化惠民“富”
精神……春节临近，春运繁忙市场兴旺，老百
姓的衣食住行和安危冷暖，
事关能否过好春节，各地各领域正全
力以赴，
展开系列保障工作。

保供应
春节“不打烊” 服务安全有支撑
一楼干杂、水产、鲜花，二楼鲜肉、腊味、果蔬，环境整洁有
序，
“生熟鲜腊”
码放整齐——
— 这里不是大型商超，而是一个菜市
场。
“以往每到过年就买不到像样的菜和肉，价格还贵得很，现在
不怕了。”
在成都益民菜市长顺街店，一位挑菜的老大爷说，老伴
生病了，就想每天都给她换换口味，
“新鲜蔬菜随便挑”
。
益民公司副总经理郑克克说，旗下 33 家益民菜市春节七天
均不打烊，每日都有蔬菜、肉类等品种供应。成都的各大农产品
批发市场加强与蔬菜、
水果主产区的政府、基地、
农户、经销商之
间的对接，并组织市场商家适当增加产品库存。
“年前大量囤年货、过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物流日益便利，
年天天吃腊味”
的传统习惯正在发生改变。郑克克说，消费者现
在可以网上下单，3 公里范围内 2 小时配送上门。
保供应也要保质量安全。记者在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看到，大车小车的农副产品正等待食品安全“快筛”
。市场的“智

慧食安”
系统，与政府实现联动监管，确保“来源可查、去向可
追、过程可控、责任可究”
。成都市还在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
项执法检查行动，春节将完成 1130 个批次蔬菜、水果、食用
菌、
畜禽产品、
生鲜牛乳等质量安全抽检。
不只是市场，交通、治安、旅游等领域，也在保服务供应、
保安全供应。春运期间，江苏全省安排公路客运运力 3 . 38 万
辆、144 万个客位，日发班次 3 万次以上。公安交警部门正联
合相关职能部门，全面排查清理道路交通风险隐患。春节期
间，江苏省每天将投入 5 万余人次警力，开展巡逻防范工作，
“让老百姓感觉警察就在身边”
。在江苏全省 200 多家 4A 级
以上景区，已全部实现监控视频与国家旅游局产业监管平台
的对接，保障节日旅游安全。

送温暖
困难有人问

帮一时更助长久

春节前到山区结对贫困区走访，是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多年来自觉形成的“必选动作”。这几
天，他们又沿着盘山公路，给数十户贫困家庭送去慰问金和
新春祝福。
在各地，节日温暖纷纷“送”
进贫困家庭。腊月廿四是南方
小年，一大早，湖南衡东县荣桓镇扶贫办主任刘岳峰来到帮扶
对象刘新国家，
送上米、
肉、
鱼和糖果。
刘新国端上热气腾腾的
红烧肉、红烧猪脚、水煮鱼，
一家人和刘岳峰共度小年。

刘新国身患残疾，两个女儿都在上学，刘岳峰每个星期会
到他家走访。刘岳峰说，过去干部慰问困难群众，只是一次性
发点钱物，现在则是久久为功。去年，由政府提供产业扶贫资
金，刘新国养了 24 头猪，春节后再过两三个月出栏，可获得数
千元的收入。
在湖南益阳市南县，政府部门一改简单送米送油的方式，
发动困难群众提出“微心愿”
，让春节慰问更具针对性。南县茅
草街镇友谊村贫困户李祥新的妻子长期瘫痪在床，急需辅助
生活的设备。扶贫工作队听闻后，近日专程前往李祥新家，送
去一辆价值 680 元的轮椅。
农民工欠薪曾是春节期间的“老大难”
。8 日，安徽天牧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分管财务的总经理来到生产车间，将月工资
和“过年费”
送到刘王平夫妻手上。
“国家大力保障我们农民工
工资支付，企业也在健全规章制度，欠薪似乎已是‘过去式’
。”
回想多年前在另一家工厂、每年被拖欠好几个月工资的情形，
刘王平感慨不已。
近年来，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新招”
频出、果断“亮
剑”
。在建筑领域实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差异化缴纳政
策，要求所有建筑工程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设立仲裁委
员会建设领域维权中心，要求用人单位签订《规范劳动用工诚
信承诺书》，对于不守信的用人单位，将不良信息记入诚信档
案 ...... 在安徽合肥，该市人社部门从源头预防、过程防控和
快速应急处置等多方面约束市场主体行为，构建起农民工工
资支付保障网。

“种”文化
精神年货足

富口袋也富脑袋

欢声笑语、书声琅琅。江苏徐州马庄村已是一派节日景
象。2 月 10 日，在村委大院里，书香大使们向乡亲们赠送了富
民福袋，给孩子们送来了少儿读物。在村里的农家书屋，书香
江苏形象大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祁智结合儿童文学作品《小
水滴的除夕》
，为乡村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阅读课。
春节将至，文化活动成为多地的亮丽风景。在南京市高淳
区东坝镇下坝村的古戏台上，一场由江苏省戏曲票友带来的
迎新春专场演出上演，梅花奖得主、扬剧表演艺术家徐秀芳也
来捧场。京剧、越剧、黄梅戏、锡剧、扬剧、淮剧等悉数亮相，锣
鼓喧天，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众多乡亲。
群众文化“年”
味更加浓郁，得益于公共文化资源重点向
乡村倾斜。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尹晓平说，全省采取
上下联动的形式，省、市两级组织众多送演出、送展览下乡活
动，县、乡两级也将开展更多的文化惠民活动。
无锡大剧院票务中心经理崔建彬这个春节会比往年都要
忙，今年的新春演出季，这里演出场次增多。
“我们也像电影院
一样打造了‘
贺岁档’
的概念”
，崔建彬说，这几年无锡演出市场
越来越浓。
消费习惯的培养，如今剧场的“年味”
(记者陈刚 、
蒋芳 、
叶含勇 、
白田田 、
水金辰)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老光棍 ”换了双人床
新华社石家庄 2 月 12 日电(记者范世辉 、
白明山)58 岁
的“老光棍”
赵彦 2018 年春节前换了双人床，是被他称为“小
兄弟”
的驻村帮扶队员李明自掏腰包买的，李明说，干脆“一步
到位”
。
老赵懂他的意思。
赵彦原先的床，是两摞砖搭起的一个 1 米宽的废弃门板。
如今，门板孤零零地倚靠在院子矮墙边，已然成了历史。
赵彦是河北省魏县漳河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年轻的时候，
为了照顾双目失明的母亲和精神失常的弟弟，
他耽误了婚事。
一直以来，就靠 1 亩多地维持生计，借住别人的房子。
之前的赵彦，
一身衣服下地穿，平时也穿，经常脏兮兮的。
头发长了也不理，
像野地的枯草一样，
头发随风飘。
他说，
不在
乎，
反正孤身一人，
也没心思捯饬。
2016 年 3 月，
村里有了驻村扶贫工作队，魏县安监局李
明成了他的帮扶责任人。自此，
李明经常上门。赵彦说，
别看原
来不认识，
后来相处和亲兄弟一样。
为了让赵彦尽快脱贫，
李明把他推荐到一家木材厂工作，
负责粉碎木材做菌棒用，
每天 50 元工钱。由于爱琢磨，赵彦安
装的锯齿刀不易磨损，
使用时间长；
他粉碎的木屑，
也比别人均
匀。
赵彦逐渐成为技术工，
工资也从 50 元涨到了 100 元。
2016 年 10 月，危房改造的政策又眷顾了赵彦。30 多平
方米的装配式住宅，不到两个月就落成了。装修的腻子还未
干，他便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没有床，赵彦便摞砖搭了门板
睡。
李明来了，说，这样不行。两个月后，他挤时间去了趟家具
市场，自己掏腰包花 1500 元给老赵买了一个双人床。床长
2 . 2 米，宽 2 米，占了卧室大部分面积。李明说，
“你如今不仅
能挣钱，
还有了新房，买床干脆‘
一步到位’
。
”
说完，嘿嘿笑。

不仅如此，县安监局驻村扶贫工作队几名队员还给赵彦
另外凑了 1000 元，补助他购置其他家具，老赵自己又添了
700 元，
买了衣柜、
沙发、
茶几、
条桌。
“没想到活了大半辈子，还能有人这么帮我，国家政策真
好，我现在能养活自己，脱贫了。”
赵彦说。赵彦经常到荒地里
四处采蒲公英，晒干后送给扶贫工作队的队员。他说，泡蒲公
英，对嗓子好。
干净的羽绒服、厚实的皮革裤子、一尘不染的棉鞋。赵彦
如今像换了个人，
脸上堆着笑，
和他多年前贴在扶贫手册上的
相片判若两人。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媒婆也上了门。
“之前说过一个，比我
坐在双人床上的
小十来岁，但是我觉得合不来，还是等等吧。”
赵彦羞涩地笑了笑。他还有个想法，想来年出去打工，挣更多
的钱，寻一个能互相理解的老伴。
“我们也一直惦记着呢，
新年后想法儿给老赵介绍个伴儿，
不让双人床空半拉儿。”
李明和赵彦并排坐到床上，他搂住“老
哥”
的肩，
咯咯笑个不停。

900 公里爱心接力 ，
让盲人小李回家不再难

一座“幸福院” 温暖两家人
益性岗位，对有意向的困难家庭劳动力进行培训，让贫困户带
薪上岗成为老人的“专属服务人员”
，使两个困难群体都能得
到保障，
实现“一岗双助”
。
正在帮冯志清包饺子的安利，就是被“一岗双助”
惠民工
程吸纳成为老人专属服务人员的。今年 35 岁的安利是同村的
一位贫困户，
丈夫在前年因车祸意外离世，
让家里失去了唯一
的劳动力。想要出去打工养家的她，却因为要照顾孩子，一时
脱不开身。
如今，安利有时会为幸福院的老人去镇上买菜，
有时会为
让她肩上的担子
老人收拾房屋。
这个岗位每月 600 元的工资，
减轻了不少。她说：
“加上家里老人的帮助，算是能过上安稳日
子了。
”

从“野地撒欢”到“登堂入室”
内蒙古草原“厕所革命”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11 日电(记者柴海亮 、
勿日汗 、
李
衰草连天，一栋冒着炊烟的砖瓦房透露出
云平) 冬日的草原，
大地的生机。阳光透过窗子洒进屋内，照亮了角角落落，连厕
所的瓷砖地面、抽水马桶和洗漱池都泛着白光……走进蒙古
族牧民斯庆花草原深处的家，记者惊喜于其宽大而现代的卫
生间。
过去，
初来乍到的外地客人内急四处找厕所时，牧民们会
淡定地说，草原到处都是“厕所”
，这么大的草地，随便哪里都
可以解决。
从小在草原生活的斯庆花也不例外。
42 岁的斯庆花，
一家三口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
旗川井苏木哈拉图嘎查，有 4000 亩草场。从“草原处处是‘厕
所’
”
到“只在屋里上厕所”
，
这片草原上的人们用了 5 年时间。
2013 年，
内蒙古在牧区推广简易厕所，草原上首次出现
了用石膏板围起来的小旱厕，每户牧民为此可获得政府 300
元补贴。小旱厕不分男厕、女厕，夏天蚊蝇乱飞，冬天寒风刺
骨；到了 2015 年，石膏板小旱厕升级为砖砌旱厕，分男厕、女
厕，政府免费提供砖和水泥；2016 年，牧区厕所革命实现了飞
跃，由室外走进室内，越来越多的牧户安装上了冲水式厕所，

政府给予相应的补贴。
内蒙古草原地广人稀，
相邻的牧户之间相隔少则几公里，
多则数十公里，无法像城镇一样集中布管道通水。因此，每一
个牧户的用水系统都自成体系。
“我家屋前有个大容量储水窖，解决上水问题；屋后有个
2 米深的渗水井，解决污水存储问题。过些时间，环卫部门就
上门清理渗水井。”
斯庆花说。
据川井苏木党委书记庞龙湖介绍，从 2016 年开始，草原
上新建的房屋都有设施齐全的冲水式卫生间。
目前，内蒙古已将农村牧区改厕与危房改造项目相结合，
加快农牧区卫生厕所建设进程，
打造宜居的人居环境。而正在
进行的草原环卫革命也在撬动乡村文明升级。
斯庆花每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将家里积攒的垃圾
如今，
在川井苏木有
打包后，
开车扔到离家 1 公里远的垃圾收集点。
40 处这样的垃圾收集点，
每隔几天就会有垃圾清理车来清运。
“以前牧民习惯把积攒的垃圾随意丢弃，每年都有牛羊因
吃垃圾而死亡，
它们的胃里有成团的塑料。
”
斯庆花说，
“现在居
”
住环境越来越好了，
垃圾少了，
草原也更美了。

在铁路春运大军中，有一种车列
鲜为人知——
— 通勤车。铁路小站地处
偏远，交通不便，职工上下班，常常就
是依赖通勤车。通勤车还是小站之间
的“信使”
，肩负着站段的信件往来，小
件物品的传递等任务。
40056 次和 40055 次，是福州车
务段往返樟林站和来舟站之间的通勤
车，中间经过 18 个小站，点多线长。记
者看到，这是一列绿皮车厢，挂在货车
后面，车厢里无水无电，靠自带热水和
应急灯等。
“冬冷夏热，夏天最高 40 摄
氏度，冬天冷到零下，没有空调。”
通勤
车负责人顾建忠说，
“铁路职工的乘坐
条件比较简陋，优先保障旅客的出行
安全和舒适性。”
当通勤车经过闽侯车站时，车站
老职工提来橄榄和海蜇皮托乘务人员
带到南平站。
“小站条件艰苦，大多是
不靠公路，不靠商店，不靠村庄。”
顾建
忠说，通勤车就常常为坚守岗位的小
站职工捎去他们亲人的关切。
有些职工家属还经常乘坐通勤车
去看望他们在小站的家人。52 岁的蔡
传文是小站埔后站的值班员。他家在闽清，妻子经常带着
煲好的汤，
去给他改善伙食。
“小站条件差，
生活又单调，
家
里人也心疼。”
顾建忠说，
“有些上夜班的职工，脸色铁青，
上车后倒头就睡。
”
铁路职工的维修、巡线、抢险、施工，也经常要乘坐通
勤车。在 2016 年尼伯特台风肆虐期间，由于大水淹没了
钢轨，通勤车在行至一半时被迫停车。为了赶到工作现
场，福州车务段和通勤车乘务员组织车上的闽清站、电务
段、双坑站职工徒步一个多小时，赶到目的地。
“当时很危
险，水流不断从山顶上冲下来，担心引发泥石流和山体滑
坡。”
顾建忠说。
乘务员蓝建勇是一名老乘务员，在通勤车上工作了
10 多年。记者问他：
“在通勤车上，乘坐的职工有什么故
事吗？”
“我们铁路职工就是要让旅客安全、方便出行，尤
其春运期间他们能够早些回家过年就心满意足了。”
他沉
吟了一下说，
“这些都是本职工作，春节期间坚守岗位都
是常态，没啥好写的。” (记者沈汝发)据新华社福州电

通
勤
车
上
﹃
无
故
事
﹄

41 岁的巴音达拉从没想过自己有一
天能坐着飞机回家，更没想过春运机票价
格能低至 150 元。
从青海省西宁市到德令哈市，500 公
里路对巴音达拉而言曾意味着万水千山。
如今，
他乡和家乡的距离只有 1 个小时。
巴音达拉的家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尕海镇陶哈村。今年 1 月，巴音达
拉因家事来到西宁，直到春节临近。在村里
年轻人的再三“怂恿”
下，他去民航售票处
买了一张 150 元的回乡机票。
“说是青海开了‘通廉航空’
，老百姓都
坐得起。上了飞机，我才算真信了。”
巴音达
拉说。飞机起飞后，他不住地向下张望，肉
眼可见的前方，是他熟悉的雪山和草原。
“快，舒服，从容多了。”
这是巴音达拉
的春运乘机初体验。中午 12 时，飞机稳稳
降落在德令哈机场。乘坐免费机场大巴到
达市区，再乘坐汽车前往尕海镇，记者跟随
巴音达拉一起回到了家。
巴音达拉的父亲听着儿子乘坐飞机的
见闻和感受，若有所思地说：
“小时候放牛，
爱躺在草地上看天。从云里冒出的老鹰扑
闪几下翅膀，很快就消失在山间。那时常
想，要能像它们那样自由灵巧，是多美的事啊。”
巴音达拉的父
亲说，现在年纪大了，如果能坐坐这班“牧民飞机”
，也算是圆
了儿时的小心愿。
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博平介绍，
2014 年 10 月 25 日起，青海试点“通廉航空”
模式，将德令哈
至西宁航班的单程票价长期定为 150 元，航班运行产生的亏
损，由各级政府、航空公司、机场公司共担。试点启动不到 3 个
月，航线得以盘活，牧民群众拥护有加。不久后，果洛州至西宁
市的航班也复制了这一经验。
今年 1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将青海省列为全国首个基本
航空服务计划试点省份，明确将青海省德令哈、花土沟、果洛
和新建的祁连等支线机场全部纳入试点范围，所需政府补贴
资金一部分由民航局安排，另一部分由机场所在地政府筹措，
试点自 2018 年 3 月启动实施。
“这就意味着，今后越来越多藏区群众都坐得起飞机了。”
魏博平说，当家和远方都不再遥远，
“去外面看看”
或将成更多
牧民的选择。(记者李亚光 、
黄涵)据新华社西宁 2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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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 2 月 11 日电(记者张骏贺)冬日陕北黄土高
原的一座农家小院里，传来了阵阵笑声，将在“新家”
里度过第
一个春节的孤寡老人冯志清正和村友一起包白菜萝卜馅饺子。
2013 年前，冯志清还居住在山上的一间石窑里。当年的
一场暴雨，
使石窑损毁严重，
无法继续居住。后来几年，
冯志清
让这个
一直租住在村里的其他土窑洞中，
每月 150 元的租金，
孤寡贫困老人生活拮据。
为解决农村贫困、空巢、孤寡老人的生活起居问题，延安
市宝塔区探索在乡村建设了“幸福互助院”
。在这里，每位老人
都住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房子，自来水、灶具、暖炕、独立卫浴
一应俱全。
冯志清的“新家”
就是其中的一座幸福互助院。
幸福互助院不但让老人们老有所养，还通过政府购买公

▲ 2 月 11 日 ，
荣成高铁站的志愿者刘偲（左一）带着李燕青去乘坐 D6076 次列车 。
春节日益临近 ，
在山东威海打工的
盲人李燕青的思乡之情愈发浓烈 。
从异乡威海到故乡娘娘庙村 ，900 公里的归路对李燕青而言太艰难 。
— 送盲人朋友回家过年”志愿活动 。
李燕青和其他 49 名盲友 ，
在志愿者
当日 ，
威海长城爱心大本营组织“我是你的眼——
的帮助下 ，
分别踏上回家团圆的归途 。
从威海维康盲人推拿店到荣成高铁站 ，
从 D6076 次列车到济南火车站 ，
再转乘志愿
者接站汽车 ，900 公里的爱心接力让李燕青顺利回到位于济宁市兖州区王因镇娘娘庙村的家中 。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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