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故 事 2016年4月21日 星期四 15

刚刚结束的 2016 武
汉马拉松比赛上，武汉全
城出动，服务比赛。数不
清一路上有多少摄影师时
刻准备着按下快门，数不
清赛道旁有多少乐队和歌
手激情演唱，数不清有多
少志愿者在尽心服务⋯⋯

在众多志愿者中间，
一支由 326 人组成的医疗
救援队最为抢眼。他们时
而为扭伤的队员擦药，时
而为肌肉拉伤的队员理
疗。他们就是王辉带领的
武汉市武昌区“生命阳光”
公益救护志愿服务队。

4月 12日上午，《经济
日报》记者走进武汉市武
昌区疾控中心时，王辉正
带着“生命阳光公益救援
中心”同事，为 30 个家庭
进行急救培训。

“孩子们好动，家长和
孩子需要了解哪些是危险
行 为 ，学 习 一 些 急 救 知
识。”课堂上，王辉讲解了
烧伤、烫伤、骨折、划伤出
血等的处理方法，还为他
们准备了急救包。

在 这 个 特 别 的 课 堂
上，孩子们兴奋又认真。
在实践环节，家长当“模
特”，孩子们进行止血、包
扎，像模像样。“孩子的接受能力强，比大人学得还
快。”王辉笑着说。课程结束后，家长和孩子们围上
来，意犹未尽，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培训。

王辉是一名公共卫生学硕士，曾在医院急诊
科工作，看到过很多因缺乏急救知识而痛失生命
的场面。

“急救方法必须手把手、面对面地教，我想开设
免费急救课堂。”2009 年，王辉对几名有相关知识的
朋友讲了自己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成立了公益救
援中心，起名为“生命阳光”，意为“让生命充满阳光，
让阴霾不再停留”。“说起帮助别人，大家都很愿意，
武汉人就是这样热情。”她说。

7 年来，他们的坚持有了收获：现有培训、水上
救援、户外救援 3 个组织，在湖北、湖南两省 40 多城
市及乡镇开展了急救培训，截至去年底，中心的 518
名志愿者累计服务达24万小时。

王辉说，最让她挂心的是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
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队长俞关荣是一名户外运

动爱好者。2009 年 5 月，俞关荣参加了王辉的户外
救援课程。课后，俞关荣跟王辉聊起自己的水上救
援队。“我这才知道，武汉有这么一群默默无闻的志
愿者救援人员。”王辉说，“我想教他们救人的技巧和
技能，让队员们更好地保护自己”。

2010年 5月，王辉开始将 22支民间水上救援队
伍的骨干人员组织起来上救援培训课。之后，俞关
荣等水上救援队队长和王辉一起，将这 22 支队伍组
成长江救援志愿队，制作了水上救生指南，定期做队
员培训。不到一年时间，160 余名救援队员就整体
参加了 3次培训。

去年 10月 25日，武汉王家巷轮渡码头有 3名年
轻人落水。64 岁的救援队员陈忠贵救起了这些年
轻人，自己却失去了生命。

长江边上的 22 个救生点位都是队员自筹自建
的，不少点位缺乏基本的救生设备。事发后，王辉一
直在想：“如果当时有个救生圈，陈师傅是否就不会
失去性命了？”这件事情让王辉更加关注这支救援志
愿队，也更坚定了走公益救援路的决心。

王辉说，做一次培训不难，难的是每周坚持做，
这需要毅力，需要对应急救护事业的执着。在她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急救知识传播和应急
救援志愿服务中来。王辉带领的团队先后荣获“全
国志愿服务示范团队”“时代楷模”等称号，她本人也
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红十字志愿者”“中国好人”

“湖北好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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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前的那个春天，乔淑霞来到兰州
铁路局嘉峪关供电段玉门东配电室工作。
那时的玉门东还是一个铁路单位比较集中
的地方，小镇上颇为热闹。跟这些乐于吃
苦奉献的铁路人一样，乔淑霞在这离家千
里的戈壁滩上开始了自己的奉献。

那时的乔淑霞 20 岁出头，精力旺盛，
整天在戈壁滩上疯玩。她对师傅张二玲交
到自己手里的那几大本规章不以为然，认
为配电这个工作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然
而，一次经历彻底颠覆了她的认识。那天，
一位工友操作失误，“啪”的一声巨响，一个
巨大的火球飞了出来，烧毁了地刀和线路
上的隔离开关，吓愣了在场的所有人。这

之后，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安全工作是
如此重要。

从此，乔淑霞变成工区最好学的年轻
人。师傅操作时，她在旁边仔细观察；遇到
疑难问题，她主动向师傅请教；别人休息
时，她就坐在值班室里认真学习业务，记学
习笔记。在所里的增容改造工程中，她第
一个报名加入施工队伍⋯⋯就这样，经过
风风雨雨的摔打，乔淑霞分析和处理故障
的能力迅速提高，成为所里的技术“大拿”。

现在的她是所里最资深的师傅，也是
最好学的“徒弟”。新设备、新技术的运用给
她提出了新挑战，她就认真学习钻研。面对
一茬茬徒弟，她也从不吝惜自己的本领，手

把手地教他们处理故障，要求他们把理论
的东西分析透彻。她还撰写了《变配电室控
制回路电气故障查找方法》等多篇论文，成
为变配电人员业务学习的重要教材。

目前，乔淑霞已是远近闻名的工人技
师，还是单位职业技能竞赛的考评员。

有了名气的她依然与往常一样，休息
时料理家务、照顾儿子、侍奉年迈的婆婆。
提到儿子，乔淑霞的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
情。考上重点班的儿子已经 16 岁了，俨然
一个小男子汉。但在孩子最需要妈妈呵护
的年纪，她却缺席了。乔淑霞的爱人以前
在离家更远的玉门镇上班，她自己一直在
所里倒班，两人都很忙，经常把儿子交到邻

居家“寄养”。儿子病了，她不在身边；儿子
的家长会，她赶不上参加。懂事的儿子对
她说：“妈妈，我知道你的工作特别重要，不
会拖你后腿的。”儿子越是这样懂事、贴心，
她的心里越是不好受，越是觉得要把这份
工作干出个样子来才对得起孩子。

工作时，她心里只有所里的设备，安全
是她肩上永不懈怠的责任。她的婆婆说，
庆幸家里娶了这么一个细心体贴的儿媳。
她的同事说，只要和她一起当班，心里就特
别踏实。

她却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
平凡的铁路女工，在这个岗位上，我就得像
农夫一样，不停地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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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铁路局嘉峪关供电段玉门东配电室配电员乔淑霞：

奉 献 在 戈 壁 滩 上
本报记者 李琛奇

4 月 16 日，在称多县夏河牧场，扎朵镇派出所所

长文德诺布（左）与当地牧民聊天。

扎朵镇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平

均海拔 4500 米。这里地处三江源核心区，常年积

雪，道路交通不便。驻守扎朵镇的派出所民警只能

通过骑马进入牧区，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同时为草

原牧民进行普法政策宣讲、户口办理等，被当地牧民

称为“马背上的警队”。 新华社记者 吴 刚摄

马背上的警队

王家元真的回来了！
他照例骑着摩托车，哼着小曲儿来到

春风村。骑到村口碰上了断头路，王家元
一捏刹车，左腿蹬地，右腿跨下车来，把摩
托车随便一放，大步流星地走向村委会门
口的大榕树下。

这时已是下午 17 时 30 分，全村选民
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王家元。

这是 12 年前的一幕。2004 年 11 月 9
日下午，尚在县城家里的王家元以 95%的
得票率“飞票”当选为四川宜宾市筠连县
腾达镇春风村村主任，村民们热切期盼的
致富带头人、在外务工 10 多年的王家元
终于回到了春风村。

“你们当村干部有没有搞头？一年好
多钱？”“不多，1800 元。”这是王家元和同
为村干部的好友间的一个对话。转过头，
王家元的妻子廖运兰不乐意了：“我们自
家经营的生意，你还管不管了？”“这活儿
我就干 3 年，等公路修通了，我就回家继
续做生意。”王家元劝慰道。

然而，王家元对家人的承诺没能兑
现，从村主任到村党支部书记，他一干就
是近 12年。

有两首民谣反映了王家元任职以来
春风村的变化：第一首说的是过去，“猫咡
湾，石头多，小的小块块，大的大砣砣，山
穷人更穷，水洗光坡坡”；第二首说的是现
在，“猫咡湾，李子香，小的如碧玉，大的黄
又亮，山村变了样，昂首奔小康”。

扶贫修路两不误

2004 年前的春风村到底有多穷，一
个故事足以说明。

上世纪 90 年代末，20 岁出头的朱永
芬嫁到春风村，刚来就后悔了。“春风村的
路，全是黄泥巴，从家里走到自家菜园子，
我不知道要摔多少跤，担着担子挑水喝，
水桶不知道摔烂了多少个，我经常气得掉
眼泪。那时候的春风村，打光棍的汉子多
得很。”朱永芬说。

王家元上任后的首件事情就是到村
里 187 户人家开展入户调查。当他走到
村民李吉友家里时，见土砖房墙体开裂
了至少 30 厘米。“这样的房子连安全都没
有保障，必须整修。”王家元当即许下为李
吉友整修房屋的承诺。他先是帮助李吉
友申请到 4500 元国家危房改造资金，又
带着李吉友在村里“化缘”，东家支援一棵
树，西家支援一袋水泥。3 个月后，李吉友
住进了新房子。王家元一鼓作气，又帮助
村里 20多户贫困户解决了住房问题。

这一间间平整的青砖瓦房总算在春
风村的“石头”山间建起来了，然而，
进村的路仍旧是那布满石子的羊肠小

道，束缚着村里人致富的脚步。王家元
没有忘记上任之初的诺言，扛起钢钎和
二锤，要带领村民们“干正事”了。然
而，进展并不如他想象中顺利。“很多老
百姓第一天扛着锄头来到现场，坐在田
埂边上，眼巴巴望着村干部，不知道怎
么修。5 天后，有人跟我说，这个公路就
别修了吧？就凭我们几个人，得修到猴
年马月？”王家元不信邪：“缺石材，就
到我家的采石场拉；缺钱，在外务工的
人每个人出 600 元买一个工，在家的人
自己干。”

2005 年元旦后，春风村男女老幼 100
多位“筑路大军”开干了，上至 90 岁的老
人，下至 12 岁的孩子，“春风人”的热情都
被调动起来了。“那时想着要通公路，大家
心里高兴啊。”朱永芬说，不少修路的乡亲
不回家吃午饭，饿了就拿出背篼里的烤红
薯充饥，渴了就趴在水沟里喝两口山泉
⋯⋯3 个月后，春风人在陡峭的岩石上凿
开了一条可以通车的碎石路，山外的越野
车第一次开进了春风村；3 年后，连接春风
村 3 个组的 7.8 公里长、4.5 米宽的环形公
路修通了。兑现承诺后的王家元变得又
黑又瘦，却笑脸盈盈。

满山乱石开满花

王家元接手春风村时，处于喀斯特地
貌的村子里都是龇牙咧嘴的石灰石，因此
得名“石头村”。全村共有 5200 亩土地，
800余人，人均收入 1800元。

世 代 务 农 的 村 民 们 种 过 红 薯 、 玉
米、灯笼辣椒，可收入一直很低。“2005
年，村里的灯笼辣椒丰收了，我雇了一
辆拖拉机，拉了 200 公斤辣椒到自贡帮
大家卖，到了下午眼看着卖不出去，只
好 3 毛一斤让人收走了。刨去车费、饭
费，回到村里一摸，4 个口袋空空的。”
实在没辙的王家元将村里 60 岁以上的老
人全部聚集起来，询问他们春风村历史
上究竟种过哪些经济作物。“有人说，村
里曾经在上世纪 80 年代大量种植过李子
树，后来因为太穷了吃不饱，村民们就
改种粮食了。”王家元说。

石头缝里还能开出花？半信半疑的
王家元请来县里的专家算了一笔账：种植
常规农作物，每亩地一年收入不足 400
元，而一亩地可以种 50 棵李子树，一年能
收 2500 斤李子，即使每斤只卖 1 元钱，每

年也能收入 2500元。
2004 年底，种植李子树行动在春风

村春风组全面铺开，党员干部成了带头
人，刘远恒就是其中一位。他告诉记
者，自家土地的石头缝里土太薄，他和
家人每天都要到山下去背土填进石缝，
再栽上李子苗，“现在我家种了 30 多亩
李子树，每年靠卖李子就收入 10 多万
元。我还开了一个农家乐，在每年李花
节时，生意好得不得了”。

靠李子致富的村民越来越多，春风村
李子树的种植面积也发展到现在的 1820
亩。每年 5 月，李花盛开，春风村的石头
像被白雪覆盖一般，纷至沓来的游客不无
感叹：“春风人让石头开满了花。”逗趣的
朋友们却这样形容王家元：他头上的“李
花”开得比村里的更茂盛。这些年，劳心
劳力的王家元只能靠染发掩盖两鬓银丝。

腾达镇党委书记石均这样形容王家
元：他是懂经济、会算账的领头羊。精明
的王家元利用 2006 年举办李花节的契
机，成功吸引了前来赏花的佛来仙居园林
有限公司老板周波。王家元以每亩 50 元
的价格，将中沙组山头 320 亩土地租给周
波种植花卉。“他要求我只能聘请春风村
的村民务工，第一年光是支付给村民的工
钱就有 40 多万元。大家有了土地收入又
能就近务工，王家元这如意算盘打得不
错。”周波说。

现在，王家元通过土地入股的形式，
由周波为村民免费提供花卉苗木，村民自
行种植，每年花卉苗木售卖的利润按四六
分成，让村民获得收益。现在，春风村已
有花卉苗木产地 1870亩。

同样是在 2006 年，王家元又一次请
来专家，又一次发动群众，又一次开创新
产业——优质良繁茶。在发展茶产业过
程中，王家元请来了浙江茶商进行指导，
次年春风村春茶一上市就卖出了高价。
今年，春风村茶叶种植面积达 3200亩。

在王家元的带领下，2014 年，全村实
现脱贫；2015 年，村人均收入已达 19200
元，高出全县平均水平 7463元。

“春风经验”传四方

10 多年前贫穷、荒凉的小山村，如今
面貌一新：村道干净整洁、房舍新颖别
致。穿梭于村子的大道小路，漫步于青青
的田间地头，眼前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筠连县县委书记王萍说，春风村创造
了“选出一名好书记、带活队伍；建强一个
好支部，引领发展；探索一条好路子，富民
兴村；弘扬一种好精神，凝心聚力”的春风
经验，并通过“百村春风工程”的形式在筠
连县推广开来。

2009 年，筠连县提出加快推进“百村
春风工程”建设；2012 年，开始大力实施

“全域春风工程”。筠连县“以小春风带大
春风”,即以春风村为中心，联动周边冒
水、水茨、千秋、向阳 4 个村试点建设“春
风综合体”。“在夯实产业基础、进行环境
整治外，我们还配合聚居点特色民居风
格，因地制宜，依山就势打造景观产业，合
理布局资源处理中心，建设农家优美庭
院。”石均说。

有人问王家元，什么样的干部算好干
部？他回答说：“我的理解是，在春风村，
不管走到哪里，群众都能笑着跟你打个招
呼。”现在，他做到了。

他 让 村 里 的 石 头 开 满 花
——记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腾达镇春风村党支部书记王家元

本报记者 刘 畅

春风村村民选择王家元作为“带头

人”，直白而质朴的理由就是：他是最早走

出春风村的人，他是走南闯北的生意人，

他是懂经济会算账的人。

王家元的算盘确实打得响亮：他为脆

甜的李子注册了商标“猫咡湾”，售价次年

就翻了番；为避免出现漫天要价的局面，

他在李子采摘前 20 天就召集村民开会，

制订保护价格；为确保鲜茶叶的质量，他

号召村民在茶厂附近办起集市，让前来收

茶的厂商“择叶出价”；通过林下套种的模

式，春风村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远超全村

土地面积⋯⋯

在新农村建设中引入市场经济，让产

业布局更合理，这就是王家元带领乡亲致

富的门道：既要苦干也要巧干。

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要探索一条好

的产业路径并不难，难的是让这条路走得

通还要走得远。“春风经验”正是通过探索

用资本手段打开城乡统筹突破口，大力发

展产业、土地、劳务等各类新型专业合作

社、引导农民将土地资源入股，推进农民

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走

出了一条“家家有资本、户户成股东、年年

有分红”的富民之路。

在春风村的实践中，王家元带领村民

立足山区绿色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

加工等第二产业、休闲旅游等第三产业，

让农民实现了就地就业、就地创业。在当

前城市化带动经济起飞尚不成熟的前提

下，走出了一条农业人口就地向非农产业

转移、农村产业向二、三产业靠齐，但人口

资源不向城市聚集的发展模式。

在春风村，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巧妙

融合在新农村建设中，这是王家元巧干的

成果，更是“春风经验”的亮点所在。

苦干加巧干 致富就不难
刘 畅

▲ 王家元（右）与花

卉种植、果树种植户一起

交流种植技术。

▶ 图为春风村“三块

田”集中安置点。

本报记者 刘 畅摄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