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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记者汪军)“村
民年人均纯收入从 2014 年的 3000 多元，增
加到 2017 年的 11200 元，村集体经济从一张
白纸到 312 万元。”当了 16 年村支书的“左二
牛”每次接受采访时，总喜欢用数据带给记者
最直观的感受。

左二牛，大名左文学，全国人大代表，贵州
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党总支书记，村
民们都喜欢喊他的小名“左二牛”。塘约村过去
是二类贫困村。一个 3000多村民的村庄，有贫
困人口 640 多人。青壮年多外出务工，留下老
人和孩子。“人散了，地荒了，村民穷，村子弱。”
过去的塘约村，着实让左文学头疼。

屋漏偏逢连夜雨。2014 年 6 月至 7 月，
塘约村经历两次百年不遇的洪灾，洪水过后
一片狼藉，家家户户损失惨重。自然灾害把这
个贫困村逼到没有退路，左文学只能带领村
民背水一战。

这一年，脱贫攻坚吹响集结号，建档立卡
深入开展。摸清家底，抓住短板，左文学带领
村民将土地资源“统起来”，走“村社一体、合
股联营、抱团取暖”的发展方式。

对于“村社一体”，村支两委干部商议：把
塘约村办成一个合作社，把村民土地全部“统
起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你家种两亩水

稻，我家种三亩玉米，他家种五亩洋芋，单打
独斗，大家都没有好的出路。”左文学说。

家家户户进行土地确权，然后将土地入
股到合作社。根据入股土地质量，按每亩 300
元至 700 元不等分级估价，将资源盘活。当
时，塘约村近 30% 的土地撂荒，听说家中土
地入股有收益，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选择回
到村里。

“土地成片规划，产业规模发展，外出进
厂的、搞建筑的、开车的陆陆续续回来，我感
觉希望来了。”左文学的话语中，至今还流露
着当初那股兴奋劲儿。

有愿意返乡创业的，村里帮忙出点子、找
资金，为他们消除后顾之忧。村里还专门盖了
房子并装修一新，给那些创业失败的村民一
个“港湾”。“退一万步来说，即便创业失败无

家可归，村里至少可以让他们有尊严地活
着。”村干部这样想。

为加快塘约村脱贫，政府加大投入力度，
用 240 万元建设通村通组公路 6 . 5 公里，
180 万元支持蔬菜、食用菌等产业发展。当时
间进入 2016 年，塘约村实现了整村脱贫。

为了规范村民日常行为，让大家拧成一
股绳，左文学带领大家制订村规“红九条”：凡
不参加公共事业建设者，乱办酒席铺张浪费
者……不享受相关政策。

郭清平是 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过去
没有上班门路，家中经济条件差，一家人住在
石板搭盖起来的房子里，年久失修一到雨天
便四处漏雨。去年底，妻子开始在村里的电子
厂上班，一个月有 1600 元收入，他自己当护
林员每个月有 800 元，平时在合作社也可以
做工。现在，郭清平一家住进了新房。

村委会副主任丁振桐感慨：“通过政府的
一系列支持和改革，塘约村的变化真是翻天
覆地。”

对于塘约村的未来，左文学又有了“三步
走”新规划：2018 年在稳定一产基础上，拓展
蔬菜深加工；到 2019 年，利用森林资源和温
泉开发搞好第三产业；到 2020 年，充分利用
互联网实现“智慧塘约”。

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从 3000 多元增到 11200 元，村集体经济从零到 312 万元

“左二牛”如何让二类贫困村“牛”起来？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记者汪军、施
雨岑)“尽我所能帮助孩子们实现梦想，这就
是我的梦想。”在特殊教育学校坚守 18 年的
全国人大代表石慧芬坚定地对记者说，“未
来，我也不会离开这里。”
石慧芬是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特殊教育学校的数学教师、六年级班主任。在
这所学校里，大多数学生在听力、语言、智力等
方面不同程度存在缺陷或障碍。现在，学校 32
名教师，守护着这里的 121 个孩子。有时被学
生喊“妈妈”的石慧芬，在这里工作时间最长。

“他们想读书，他们需要知识。”石慧芬代

表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
越来越好。学校现在有丰富的书本读物，平时
还为学生组织一些课外活动，老师也有了外
出参加培训学习的机会。

在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的课程除了语
文数学这些基础课，还有一些特色课程和康
复课程，如：口语训练，肢体康复……“我们要
花更多精力去教会他们一些技能，让他们越
来越自信，离开学校后能更好融入社会。”石
慧芬说。

务川特殊教育学校是九年一贯制，考虑
到孩子们的实际情况，一位老师需要将一个

班级从一年级带到九年级。石慧芬在这里坚
守 18 年，师生之间相处的点点滴滴，既滋润
学生心田，也让她自己无比感动。

前两年，一名毕业生离校，坐上车已经走
出几里路，又下车跑回学校门口，向石慧芬喊
了一声“妈妈”。“现在，这个孩子在贵阳上高
三，成绩一直在班级里名列前茅。”说到这里，
石慧芬眼中泛起骄傲而幸福的泪花。

“离开学校的孩子们，无论走多远，我一
直都很牵挂；我会一直在这里，守着那些心怀
梦想的孩子。”说出这番话的石慧芬，有着无
比温馨而坚定的目光。

对于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来说，走出校
门就业是一个难题。石慧芬希望社会更多关
注他们，给予他们更多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相关部门应广泛搜集信息，为他们提
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就业岗位。

来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石慧芬很想念
千里之外的孩子们。她现在带班的六年级 9
名学生，也等待“妈妈”回家。等到两会结束
后，她打算多和兄弟学校交流，增加调研，进
一步提升教学本领，让孩子们更好成长。

“孩子们的梦想在，我就一定在。”石慧芬
说。

“帮助孩子们实现梦想，就是我的梦想”
从事特殊教育 18 年的“梦想妈妈”石慧芬代表：因为爱，所以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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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风极委员：乡村振兴要靠“新农民”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郑明达、王大千)舞蹈演员出
身、擅长小提琴演奏、创作过
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全
国人大代表、青海省玉树藏
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团长扎
西多杰——— 这个瘦削的康巴
汉子身上散发着一种温暖、
文艺的气息。

“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繁
荣离不开各民族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担任玉树歌舞团团长之
前，扎西多杰已经是著名的
作曲家，《仓央嘉措情歌》《玉
树，我的故乡》《妈妈的羊皮
袄》等歌曲都出自他的笔下。
他说，这些作品背后，有玉树
当地原生态的民歌小调曲
风，也有藏族群众淳朴的情
感故事。

扎西多杰一年中有一半
时间在牧区村庄采风，这些
年几乎走遍了整个藏区。“藏
族民歌蕴含着当地人麦收、
打夯、打酥油、捻毛线等生活
场景和古老的传说故事，与
三江流水、草原枯荣等自然
生态成为相互交融的整体。”
扎西多杰说，这些民歌散落
各地，若能在保护生态的同
时注重歌舞的收集整理，将
有助于保护藏族文化的生命
力，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
供丰富精神食粮，加强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这让扎西多
杰倍感振奋。

扎西多杰此次参会带来
了一份以民族传统文化保护
和传承为切入点，促进三江
源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
建议。近年来三江源地区生
态不断改善，但当地的文化保护和传承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把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同生态保护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守住文化的‘魂’，三江源才能更加焕发生机和活力。”
扎西多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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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记者谭谟晓、张紫赟)提
到黄梅戏，很多人会想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
副主席韩再芬。从艺 40 年，韩再芬从一名黄梅戏学员，成
长为我国黄梅戏的领军人物和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用她的话说：“黄梅戏早
已融入我的生命中。”

“新人、新戏、新观众。”韩再芬说，在新时代，传统戏
曲焕发魅力就要在这“三新”上有所突破。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很多好政策，戏曲行业的‘土壤’越
来越好。”韩再芬说，一群年轻演员成长起来并开始挑大
梁，“断层”不但消失了，还进入了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韩再芬说，但行业在创作方面整体还比较贫乏，编
剧、作曲、导演、舞美等人才奇缺，下一步将更多关注主创
团队的打造和提升。

关于新戏，韩再芬透露，她带领团队创作排练的大型
黄梅戏《邓稼先》将于 4 月首演。

“黄梅戏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剧种，可以在很多题材领
域自由发挥。”韩再芬说，用艺术的形式来展现为国家作
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可以让他们在更广泛范围内被公众
熟知，更好传承和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崇高精神。

“静下心来，精耕细作是传统戏曲发展的关键。”韩再
芬说，传统戏曲需要与时俱进，但不能急于求成，在尊重
黄梅戏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吸收其他剧种优秀元素，创作
出具有时代特点的作品，才能赢得老百姓尤其是年轻观
众的认同。

传统文化需要继承发扬，需要改革创新。让黄梅戏与
当代生活对话，是韩再芬的心愿，也是追求。她说：“我有
信心守护好、发展好黄梅戏，让好戏常演常新。”

让黄梅戏与当代生活对话

表演艺术家韩再芬代表的追求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陈聪 、王琳琳)二维码点
菜、手机抢票、移动支
付……当一项项新技术颠
覆式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
生活，老年人却在其中平
添几分尴尬。全国人大代
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
道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朱国萍建议，社会要帮助
老年人拥抱智能时代，让
他们也能享受到信息化带
来的便捷。

作为一名从事基层社
区工作的代表，朱国萍常
说，小区就是社会晴雨表。
她对小区居民的开心事、
忧心事都记挂在心上。这
次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上海代表团媒体开放
日上，朱国萍道出了老年
人“迷失”智能时代的烦
恼：打开手机应用市场，面
向老人的 APP 寥寥无几；
外出打车，由于不会用打
车软件，站在路边打不着
车干着急；儿女把智能家
电买回家，老年人却无所
适从，让电器成了摆设；看
病就医的时候不会网上预
约，挂不上专家号……朱
国萍指出，当年轻一代正
享受智能时代带来的便捷
时，老年人却觉得生活越
来越不方便，心里生出越
来越多的“迷失感”。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中国 6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有 2 . 41 亿
人，占总人口 17 . 3%。而
“银发一族”能否适应移动
互联新生活也成为社会关
注的一大问题。朱国萍为
此建议，民生类信息化工
程要有托底预案，保留一
定比例的传统渠道，比如
“老年人绿色通道”；各种
智能应用在使用步骤、操
作提示等方面应照顾到老
年人的习惯和感受，“希望

我们的政府企业研发部门多为老年人想
一想，让他们别在信息化时代掉队。”

朱国萍指出，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和适
应能力相对比较弱，建议居委会发动年轻
干部、志愿者多帮助老年群体学习新知
识、新技术，让他们赶上信息化潮流，在方
便、智能的生活中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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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记者王建、高敬)枪战、
卧底、追踪、与毒枭搏斗……这些电影中的场景，齐齐哈
尔市禁毒支队二大队大队长魏春都经历过。如今，这名禁
毒一线上的“铿锵玫瑰”，又开启了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
履职之路。

15 年缉毒一线工作，魏春共侦破毒品案件百余起。
目前，我国禁毒工作仍面临严峻形势，长期的缉毒工作，
让魏春更坚定了和毒贩斗争到底的决心。

“看到那些因好奇而误入歧途的瘾君子、因毒品犯罪
而支离破碎的家庭，特别是看到那些因为父母吸毒贩毒
而成为孤儿的孩子们，破案后的喜悦中总是多了一份沉
重。”魏春说。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魏春觉得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我不能辜负人民重托，在缉毒这条路上，我会坚持走下
去，让更多的人远离毒品，回归幸福家庭”。

为了更好履职，魏春对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展开调
研。调研发现，社区戒毒工作局限于签协议、建档立卡、通
讯联络等，加之站点布局不够合理，设施设备不够健全，
社区帮教工作效果不明显。社区戒毒(康复)还没形成合
力，动态化管控措施衔接不够紧密。

魏春说，吸毒人员作为特殊群体，不容易被家庭和社
会接纳，极易步入“戒毒—复吸—再戒毒—再复吸”的恶
性循环，给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带来隐患。

魏春建议，要进一步细化相关制度文件，从领导机
构、工作机构、管理人员配备、场地设施建设投入、履行法
律手续流程、跟踪问责制度和帮教救助措施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的完善，使各个环节实现无缝对接，利用现有管理
信息系统对社区戒毒(康复)人员进行闭环式跟踪管控。

让更多人远离毒品回归家庭

缉毒警察魏春代表的决心

全国政协委员羊风极是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田表村党支部书记——— 一名土
生土长的黎族干部。1998 年，他带头种植橡胶树，请来专家手把手地教乡亲们种胶、割胶。
2007 年，羊风极又和乡亲们办起了合作社，在林子里养猪、养鸡。现在村里有橡胶 5100 亩、
18 万株。通过近 20 年的努力，田表村村民人均年纯收入由不到 600 元提高到 9000 多元，村
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2016 年，羊风极又兼任了打安镇副镇长，分管扶贫工作，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他说，“种得好、养得好、卖得好”，要用好丰富的生态资源，发展生态农业、农村电商，
搞好乡村旅游增加收入。

羊风极表示，乡村振兴关键还是在人。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更好地带领乡亲们干事创
业。要开展文化学习、技能培训，让更多的乡亲成为爱农业、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

▲拼版照片：左图：羊风极（前中）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听会（3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
右图：羊风极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3 月 8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领摄

▲羊风极在打安镇田表村扶贫办公室查
阅扶贫文件资料（1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马宁摄

▲羊风极在打安镇田表村委会乐华村
查看橡胶树的长势（1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马宁摄

▲羊风极（右二）在打安镇田表村火龙
果种植基地和农技员一起查看新建的农业
设施（1 月 9 日摄）。 新华社记者马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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