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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在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提出，进一步做好困难
群众冬春生活安排，落实好
社会救助和精准扶贫政策，
多做雪中送炭暖人心的事，
不能口惠而实不至。会议
要求，扩大救助覆盖面、提
高救助水平、突出救急解
难、加强统筹协调。临近春
节，各地的救助和送温暖工
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勤则不

本报记者
薄皮大馅儿的饺子包起来，
热腾腾地出锅，吃饱了暖暖和和
地回家过年……日前，在北京中
建三局正大侨商项目食堂，即将
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兄弟和发工资
的 老 板 坐 在 一 起 包 饺 子 、聊 家
常。不远的项目工地上，几辆大
巴“严阵以待”，农民工兄弟将坐
上这些“专车”踏上回家的路。
“很
快就能见到儿子啦！”从湖北来北
京打工的程声涛开心地对《经济
本报记者
日报》记者说：
“ 我们农民工常年
在外打工，一年到头难得回家一
次，最不放心的就是家里人。前
几天，8 岁的儿子打电话说想我
杜 了，他在老家等着我回家过年。
我告诉他今天回去，他开心得不
芳 得了。”
就在前一天晚上 7 点，正大
侨商项目才刚刚结束了北区一段
大体积混凝土底板浇筑，程声涛
和项目上的兄弟连续奋战 48 个
小时，一次性浇筑混凝土 1.5 万
立方米。
“当时就想着，干完活，就
能回家团聚，因此浑身是劲儿！”
程声涛说。
为了让农民工带着温暖和幸
福回家，也给他们留守在家中的
孩子带去一份惊喜，中建三局北
京公司还赠送了 300 份礼物，里
面有书包、爱心读物和暖心围巾。
“央企应该践行社会责任，为广大工友、留守儿
童谋得更多福利，提供更多关爱。”中建三局副总经
理汤才坤告诉记者。
“公司挺照顾我们的，
工资都拿到了，
过年不回家
的工人还发双倍工资。
”
程声涛说：
“除了逢年过节，
平
时公司也很
‘暖心’
，
举办了很多关爱农民工的活动。
”
“农民工兄弟远离家乡，企业就是他们的家，他
们需要更多的关爱。”汤才坤说。为此，中建三局北
京公司管理人员成立了志愿服务队，用来帮扶农民
工兄弟，为农民工兄弟提升专业技能开辟通道，同时
通过志愿服务提升农民工兄弟幸福空间。启动员工
心理关爱工程，为农民工提供系统的、长期的援助与
福利项目，帮助他们营造积极向上的情绪。此外，该
公司率先在中建系统开创“同心义卖”活动，通过志
愿义卖，帮助贫困的农民工子女筹集学费。
中建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建立针对农
民工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化公益服务网络，企业
将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关心农民工小家庭上，
切切实实
做到真心关心农民工。
“我们将把关爱聚焦到农民工
家庭，
关爱农民工家庭亲情的需求，
从农民工婚姻、
父
母、子女 3 个角度搭建三维空间，进一步拓展帮扶深
度，
使农民工的幸福感越来越强。”汤才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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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家定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本报记者

李琛奇

冬日的陇东高原，天高云淡，空气清新。阳光洒在康家
村干净的村道和崭新的农宅上，显得静谧而祥和。
甘肃省泾川县玉都镇政府干部刘雪艳又一次来到她的
对口帮扶户康喜存家。沐浴着院子里正午的暖阳，她一边
为康喜存 80 多岁的老母亲梳头，一边和这一家人又聊起了
发家致富经。
“以前咱住在沟边边上，连院墙都没有，一吹风满屋子
土，现在连院子都是水泥铺的，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能住
上这么好的二层小洋楼，这好日子算是叫咱等着了！”康喜
存的老母亲一说起家里的变化，脸上就乐开了花似的。
“要不是人家小刘三番五次给喜存这个犟老汉做工作，
恐怕咱家现在还在沟边上吊着哩。”康喜存的妻子张秀娥接
过话茬笑着说，
“当初喜存咋说都不愿修这新房子。”
“小刘这娃有眼光，这几年为咱家的事没少操心，不服
不行。”康喜存嘿嘿笑着说。
老康家原来住的是半明半暗的老庄子，8 孔窑洞是在
上世纪 60 年代他父亲手里挖的，后来他陆续盖起了 6 间土
木结构的房子。张秀娥说：
“ 住在那里，天阴下雨路烂得没
法走，到沟里担一趟水得半早上，可真是苦。”
甘肃省“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开展以来，针对群众
居住分散、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为了彻底改变村子贫穷落
后的面貌，作为康家村的联村单位，玉都镇在该村中心区域
规划了 114 亩土地，组团建设新农村。
镇政府干部刘雪艳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跑到康喜存
家里，动员老康也报名修一院小康屋。
“当时由于缺钱，加上

通讯员

罗保虎

在老庄子住惯了，我不愿搬上来。”康喜存说。
“大家都搬走了，您一家住在沟边也不是办法。”
“ 搬上
去出行、吃水都方便。”
“修了新庄子，娃的对象也好找，再说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为了做通康喜存的工作，刘雪艳
1 个多月往他家跑了十多趟。
“当时嫌她泼烦，我还跟这娃红过几次脸。”回想起当时
的情景，老康不好意思地说，后来终于被她的诚心感动，他
就到村上报了名。
考虑到老康家的实际困难，刘雪艳又通过和镇村两级
衔接，在中心区域最好的位置给他家协调了宅基地。2013
年 10 月，老康家的小康屋修成了，上下两层共 173 平方米，
2014 年刚过完年，他就从沟边的地坑庄子里搬了过来。
康喜存说，搬家那天虽然下着大雨，但那是他平生最高
兴的一天。
“ 搬上来眼宽、豁亮、路好、空气新鲜、吃水也方
便。”他说，躺在卧室里透过窗子就能看到外面的花园，晚上
太阳能路灯亮得像白天一样，住在这么好的地方，人心情也
舒畅。
“叔，咱村上这几年乡村旅游搞得不错，来参观考察的
人越来越多，而且咱这庄子在村子的中心位置，看过完年能
不能搞个石磨豆腐坊，把咱老康家豆腐的品牌给打出去，这
样也能增加收入。”在得知老康有做豆腐的手艺后，刘雪艳
又为康喜存瞅准了新的致富门路。
听小刘说得头头是道，康喜存高兴地说：
“ 还是你这闺
女脑子活，有你帮我出主意、想办法，咱家一定能早日过上
更好的日子。”

北京定期开展
“医患双体验”
活动

“ 免 费 银 行 ”带 来 实 惠
本报记者
春节的脚步临近，在外地工作的工人们开始为回家作
打算。浙江台州富平鞋业公司的夏玉玲也不例外，她盘算
着带一笔钱回江西老家过年，可以给两个孩子添置一些衣
物，还能给婆婆添置些生活用品。
夏玉玲告诉记者，和许许多多外出务工的人一样，自己
远离家乡挣钱，无非是希望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能过上好
日子。
“ 每个月我都会定时给家里寄点生活费。”她说，虽然
每次的汇款手续费也就几元钱，但对自己来说，这都是刷鞋
胶赚的辛苦钱，还是希望能省则省。
去年 8 月至今，银行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部分
银行尝试取消转账收费等项目。
“ 我行早在 2012 年就提出
了减费让利政策，在全国率先打造‘免费银行’，免费范围
几乎涵盖了所有结算类项目，以及其他一些常用业务。”
台州银行有关负责人向《经济日报》记者表示，比如跨行
转账汇款手续费、委托（托收）手续费、汇兑查询手续费、

ATM 跨行取款转账手续费、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跨行汇
款手续费等。
夏玉玲便是台州银行“免费银行”的受益人之一。
“我算
过，一年下来，台州银行帮我省下来的手续费，够我一天的
工资了。”夏玉玲说。老家在重庆的曾令兵对台州银行的免
费政策也有切身体会。
“前些年，我回老家盖房子，因为身上
的银行卡都是浙江的，所以在老家取钱用时，光手续费就花
了上千元。”曾令兵说，如果当时银行有免费政策，那这些钱
就都能省下来了。
据不完全统计，台州银行的免费政策，给约 170 万名客
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其中，既有像夏玉玲、曾令兵
一样的外来务工人员，也有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不
只是台州银行，在中国银监会台州监管分局的引导下，当地
3 家城商行在近 3 年内，已主动减免约 130 项手续费，累计
少收费 3.3 亿元。

——2014 年贫困地区教育保障稳步提升
本报记者
2014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昭平
县马江镇白梅村勒修教学点有了全新的营
养餐厨房，学生们中午吃上了热腾腾的饭
菜；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投资 2000 多万
元，为区里的农村中小学新添置了电脑、桌
椅等设施；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刀坝乡双
河教学点教师佘国权在“孤军奋战”40 多
年后，终于等来了一位新同事……过去一
年，在我国 1000 多个贫困县里，类似的场
景温暖着基层教师和孩子的心。

餐的男、女学生，平均身高同比增加 0.4 厘
米和 0.6 厘米，体重平均增加 0.3 公斤。片
区内小学生语文、数学平均成绩同比提高
了 4.6 分和 4.5 分。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下一步将多
方面继续做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确保“吃
得放心、吃得安全、吃得健康”。

伙食改善，成绩提高——
“营养餐”惠及 3220 万学生

教学条件是教育质量的基本保障，也
是制约我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最大的短
板。2013 年 12 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全面改善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
见》，2014 年 4 月，联合下发《关于制定全
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要用 3 年至
5 年时间，使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教室、桌椅、运动场等教学设施满足基本教

新教室，新桌椅——
500 亿元资金改善教学条件

佘

颖

学需要。为此，中央财政投入 500 亿元专
项资金。这笔资金下拨到全国各地，撬动
了地方财政共同投入到为学校添砖加瓦的
事业中来——
在河北，中央下拨的“全面改薄”资金
16.5 亿元目前已下达到各市、县；山西将 98
个县（市、
区）的 8793所学校纳入
“全面改薄”
项目，准备利用 5 年时间，筹措 163 亿元，全
面改善省内贫困地区办学条件；
宁夏回族自
治区统筹安排了
“全面改薄”
资金 13.8 亿元，
专项用于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
中央地方共分担，多部委齐发力，接下
来的 3 年至 5 年，农村义务教育将迎来发
展的“飞跃期”。

提高待遇，留住人才——
乡村教师平均获补助3825元
为了让贫困地区的老师“招得来、留得
住”，国家实行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计划。
2014 年，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互换”带来互信
本报记者

钱箐旎

拉近城乡孩子的课桌

2011 年起，国家推行了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累计安排营养改
善计划资金 472 亿元。目前，全国共有 30
个省份、1315 个县的 134279 所学校实施
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达 3220 万人。
营养餐计划极大地改善了学生体质。
连续 3 年的监测表明，6 岁至 15 岁吃营养

近日，湖南邵阳男子刘
某闯入铁路准备自杀，幸亏
被当地民警救下。原来，刘
某 前 年 中 了 500 万 元 彩 票
后，忙着买房买车，还染上
了毒瘾。不料做生意欠下巨
额债务，又和妻子离了婚，
心灰意冷便产生了轻生
念头。
此类事情并不鲜见。在
电视台、电台热播的家庭纠
纷、情感矛盾类纪实节目
中，相当部分就是因为突然
天降好事后不知如何分配，
导致亲人反目失和，让人扼
腕叹息。
按说，买彩票中大奖、 杨开新
拆迁分大房子等都是喜事，
但是，不少人在实现了富裕
梦之后，往往就迷失了方
向。在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快
的地方，有些人生活好起来
后就开始不务正业，忙着赌
博、飙车、购买奢侈品，奢
靡炫富之风滋长蔓延。
古人告诫我们，
“由俭入
奢易，由奢入俭难”，
“民生在
勤，勤则不匮”。要想一直过
好日子，除了客观条件和外
在机遇，关键还在于勤劳致
富、节俭持家。买彩票中大
奖和一夜暴富毕竟是极少
数，是不可预期也不应被依
赖的偶发事件。通过自己的
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和智力
投资等方式，扎扎实实地打
好基础、起好步，自力更生，从而赢得稳定丰厚
的收入，过上富裕的生活，才是正途。
《礼记》中
说，
“ 富润屋，德润身”。富裕起来之后，也应该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提升自己
的道德素质、自身境界和文化水准。而不是每
天都妄想着好高骛远、投机取巧，否则即便一时
有所得，长远来看必有所失。
钱既可以是消费的资源，又可以是生产的
资本，过于强调哪一方面都不行。相对而言，
激发、释放现实消费潜力比较容易，而培育未
来的稳定收入来源则难度大、见效慢。个人应
该认识到这一点，各级政府部门也应该认识到
这一点。尤其在拆迁、征地等过程中，相关部
门完全可以在解决完第一步的事务性问题后，
进一步思考如何拓展工作机会、树立自强精神
等，通过鼓励创业就业等，帮助并引导群众靠
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致富；在自己先富裕起来之
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带动更多的群众
致富。
此外，还要大力宣传，让勤劳致富、节俭
生活成为每个人都恪守的准则和美德。

范围覆盖了 20 个省份，乡村学校和乡村教
师的受益面分别达到了 90%和 78%，累计
下达综合奖补资金 21.14 亿元，惠及 403
个县的 55.26 万名乡村教师。算下来，平
均每人获得补助 3825 元。
为了拉近城乡孩子的“课桌”，国家推
行了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启动包括宽带
网络“校校通”、学校设备“班班通”、网络学
习空间“人人通”及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的“三通两平
台”建设。2014 年，全国 6.4 万个教学点实
现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偏远农村地区的
400 多万孩子由此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2015 年将继
续集中力量解决教育公平中的紧迫问题，
最大限度降低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生
的辍学率；城镇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教师
职务（职称），应有在乡村学校或薄弱学校
任教一年以上经历等。这些措施将加快缩
小城乡差距，让孩子们站在更公平的起跑
线上。

吴佳佳

让普通百姓走进医院当
“大夫”
，
让医院管理者走
进其他医院当“患者”。为增进医患之间的理解及信
任，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 2013年起开展了
“相约守护”
医
患双体验活动。记者从北京市医管局获悉，
活动开展
两年来，
根据收到的体验者建议，
该局制定了 300余项
整改措施，
为老百姓看病就医提供切实方便。
据了解，该活动被确定为市属医院系统践行群
众路线的一项长效机制，将每年定期开展。主要包
括 4 个方面的内容：医务体验，把群众请到医院来，
跟随大医生、大专家，出门诊、做手术，进行为期一天
的深入体验；患者体验，让医院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走
进其他医院，作为一名普通患者体验挂号、就医全过
程；院内互换体验，职能部门和业务科室互相体验对
方工作岗位；举办“六进”活动，组织专家医生进社
区、进农村、进企业、进学校、进机关、进部队，开展健
康宣教、义诊咨询活动。
整个体验季中，共接待医务体验群众 621 人，市
属 医 院 402 名 中 层 以 上 领 导 干 部 参 与 患 者 体 验 ，
807 人参与院内互换体验，开展“六进”活动 390 场，
派出工作人员 3970 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 1706 人，
服务群众 3 万余人次。在医务体验环节中，许多单
位更是纷纷组团参加。北京市政协还组织了 8 个界
别的 33 名政协委员参加了体验活动。
负责人表示，大规模的互换体验活动，为市属医
院事业发展搭建了医患互信的平台。2014 年，共收
到体验者撰写的体验日志近 200 篇。许多体验者还
通过微博、微信实时播报，为改善医患关系传递满满
的正能量。同时，活动还增进了医生与患者、医院内
部职工、医院与社会等多方面的互相理解，体验者还
能通过体验活动发现一些问题，为提升医院管理水
平提出好的建议。
在举办 2014“ 相约守护”互换体验季活动的同
时，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还积极推进 2013 年相约守护
专项整改措施的督办落实。2013 年，体验者共提出
了 95 项问题建议，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医院管理
局系统在 2014 年初研究制定了 193 项整改措施，其
中医管局层面 9 项，市属医院层面 184 项。通过一
年多的持续整改，目前，既定完成时限内的 179 项措
施已经全部完成，为老百姓看病就医带来了切切实
实的方便。
2014 年年底，北京市属医院根据体验者新提出
的建议，又制订了许多方便患者就医举措，部分已经
落实。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今年起，北京市医院管理
局系统的“相约守护”将变成一项常规工作，列入市
属医院党建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每年的 6 至 9 月集
中开展，各医院平时也可自行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