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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云桂铁路全线开通，结束了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不通铁路的历史，给当地百姓带
来了巨大便利。我们站也开始了通车后的首个春运。

今天是正月初十，文山州广南县的外出务工人
员已陆续踏上返程之旅，车站客流大幅增加。

上午 10 点 30 分左右，我正准备到售票厅巡视，
看到一名男乘客身背着一位女士，手里还提着一个
行李，艰难地朝进站口走来。我赶快上前询问情况
得知，男子姓陈，妻子在家干农活时伤了腰，他要带
妻子去广州一边打工一边治病。我立即用对讲机呼
叫客运员将轮椅送到进站口，“您别担心，我们车站
的工作人员会帮助你们，送你们上车”。

这时，客运员黄蓉推着轮椅赶到了，我和陈先生
一起将他的妻子放到轮椅上安顿好，让黄蓉先带她到
重点旅客候车区，我带着陈先生到售票厅购票。从未
坐过火车更没有坐过高铁的陈先生看到自动售票机
就慌了神。“您别担心，我教您买票。”我安慰他说。

为让他们能顺利到达广州南站，我回到客运值
班室编制了《重点旅客交接记
录》，这样在列车上他们也能得
到妥善照顾。

下午16点04分列车进站，
我们用轮椅将陈先生的妻子推
到列车前托付给了列车长。陈
先生眼里泛着泪光激动地说：

“我们第一次坐高铁就给你们添
了那么大麻烦，太感谢你们了。”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王志勇是兰州铁路局银川火车站5公里作业点的扳
道工，在此已扳道 25 年。扳道工工作单调但责任重大，
在全国铁路系统基本淘汰人工扳道的大背景下，由于特
殊原因，该站采用人工扳道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王志勇仍
会坚持在岗位上。 本报记者 拓兆兵摄

通路后的首个春运
2017年2月6日 晴

云南广南县站值班站长 洪 丹

春运开始前，在西安铁路局西安机车检修段交接车
库里，32岁的技术科科长周苗生就一直忙碌地对修竣后
的 HXD3 型机车进行联合检查，以确保质量良好的机车
交付投用到春运中。进入春运后，闲不下来的周苗生又
着手技术攻坚。

2007 年 8 月，周苗生从清华大学电气工程系研究生
毕业，放弃进入全球500强企业的机会，毅然投奔西部铁
路事业。为留住人才、发挥其专业特长，西安铁路局将周
苗生安排到局机关机务处工作。几天后，他主动提出到
基层岗位磨炼。1 个月后，他来到西安机务段成为一名
学习火车司机。学习期满 1 年后，周苗生一次性通过考
试，拿到了电力机车驾照。

2008 年，周苗生又回到机务处，从事机车车辆管理
工作。之后，他又辗转多个技术管理部门。特别是在局
机车供电验收室工作期间，作为新成立的部门，需要建立
完善的各项制度、设计各种指标报表、完成各种报告总
结，这些对周苗生来说都是未知领域，他开始研究质量管
理，熟悉工作流程。2 年多时间，他完成了 10 余篇调研
报告，30多项规章制度和几百篇总结。

2015年，我国西部最大的机车检修基地——西安机
车检修段建成投用，周苗生再次向领导申请到基层去。
不久，他来到西安机车检修段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面对新段、新人、新设备，作为技术科的带头人，周苗
生深感压力。4个月时间，他自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
专业知识，在现场和大家一起研究工艺、解决难题，先后
组织完成 100 多份作业指导书和 200 多份工艺的编制。
2016 年初，HXD3 型机车电源柜故障率高达 60%，严重
影响机车正常运行，周苗生通过调查和分析，找到了功率
管烧损、主控制板故障、程序死机等真正原因。他对主控
制板上的100多个电子元件进行测试，运用所学知识，采
用新的控制芯片研制主控制板、重新设计控制程序，改进
不合理的结构，增加了动态显示及故障读取功能，提高了
电源柜工作的稳定性，该成果在全路得到了推广使用。

担任西安机车检修段技术科科长以来，周苗生主持、
参与了多项科研，主持完成其他创新成果 20 余项，降低
了“机破”的发生，减少了对正常运输秩序的干扰，避免了
次生事故发生。

闲不住的“检修大拿”
本报记者 雷 婷

“今年村里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是
乡亲们购买烟花爆竹的少了。”1 月 30
日，正月初三，回到河北唐县老家过年的
大学生高棋感慨地说。

不搞攀比、不讲排场，不放烟花爆
竹，倡导文明消费，关爱孤寡老人、留守
儿童，积极参与文化和体育活动⋯⋯今
年春节，河北省广大农村大力推动移风
易俗，向善、节约、文明之风扑面而来。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得起个带头作
用，今年我没买烟花爆竹，用实际行动呵
护蓝天。”1 月 27 日除夕夜，涿鹿县水磨
村党支部书记赵惠军准备了鲜花、春联

和剪纸来迎接新春佳节，在走访亲友时，
他还不忘发动身边人一起过个清新年。

为推动移风易俗，涿鹿县、唐县、乐
亭县等多地节前发出倡议书，号召党员
干部不放或少放烟花爆竹，以低碳、绿色
的方式过节，很多地方还主动给辖区村
民赠送春联和灯笼，为春节增添喜气。

在高邑县开展的“推动移风易俗、树
立文明乡风我倡导”活动中，志愿者向群
众广泛发放倡议书，引导人们以敬献鲜
花、植树绿化、网上祭扫等方式寄托哀
思，得到了广大村民积极响应。

春节前夕，南和县东韩村文化广场

前的人越聚越多，道德“春晚”开始了！
“兄弟姐妹互相助，团结奉献讲文

明，良好村风代代承⋯⋯”在一阵喜庆的
音乐声中，“演员”一个个登台表演。根
据辛勤工作 30 年不停歇的“知心大姐”
芦东芹的故事改编的戏曲、根据舍命救
工友落下残疾的李建生改编的小品⋯⋯
身边的故事、精彩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

“每年春节，我们村都要办一场道德
晚会，节目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内容全
部改编自村里发生的真事。”该村党支部
书记闫银志告诉记者，道德“春晚”传递
了正能量，让大家找到了身边的榜样。

向 善 风 貌 扑 面 来
本报记者 宋美倩

春节期间，地处黔中的贵州省安顺
市平坝区塘约村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幸
福的笑容挂在大家脸上。

“与以往相比，这两年的风气好多
了。”塘约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以往春节前后，各种酒席
让人应接不暇，“有时候一天要赶好几
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近些年，安顺农村办酒名目繁多。
甚至有的村民盖新房，买了宅基地要办
一次，放线开工要办一次，每盖好一层房
都要办一次⋯⋯滥办酒席也造成了严重
浪费。以往，在农村办酒一般持续三至

五天，并呈现攀比态势，办一场酒席花费
少则两三万元，多的达到十几万元。

随礼的份子钱也水涨船高。安顺市
紫云自治县坝羊乡科羽有限公司董事长
舒明勇曾向记者讲述了其亲历的“奇葩
送礼记”，当地一位老人过寿，为表示
尊重，舒明勇特意备了 1000 元礼金。
到主人家后看到门口桌上摆有 6 个记账
本。经打听才得知，原来老人的 6 个孩
子在分别收礼金。迫于无奈，舒明勇只
得再掏出 200 元，给每个账本上了 200
元礼金。据记者了解，在安顺地区，吃
酒的礼金由本世纪初的 50 元，渐渐上

涨为数百元，关系亲近者甚至要上千
元。“在外打工三万三，回家吃酒荷包
干”，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贷款吃酒”
的情况。

安顺市文明办主任邓勇告诉记者，
“名目繁多的酒席，让团聚的喜庆变成了
难以说出口的负担，滋生了不良的社会
风气，群众的压力大，意见也大”。

面对滥办酒席的风气，安顺市于
2014 年出台《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暂行规定》，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
是党员干部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酒席进行
整治规范。市里还制定《规范民间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指导意见》，探索建立规范
村（居）民办理酒席的工作机制。

2015 年 4 月，塘约村在修订村规民
约时明确规定“村民除了婚丧嫁娶外，一
律不得置办酒席”，并组建红白理事会，
购置了 160 人的桌椅，组织 7 支服务队，
负责全村红白事的办理，劳务费从村里
的集体经济中列支。“理事会统一办酒，
可以有效监管酒席规格，缩短时间，避免
铺张浪费。组织服务队，一方面村民不
用再请假帮忙，另一方面也为村里劳动
能力不强的老人和妇女提供了就业岗
位。”左文学说。

节俭喜庆度佳节 文明之风遍山乡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春节期间，甘肃省景泰县民安村有
些“静悄悄”。“往年除夕夜，烟花爆竹响
不停，今年怎么都没动静？”村民李连师
走在黑漆漆的马路上，心里犯嘀咕。

“现在村上的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
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除夕是团圆夜，
年轻人一回来，老人们就开心了，大家都
围在一起，哪有时间去放烟花爆竹，外边
还冷得很咧。”村民曾海胜笑着说。

“这几年，我们去人家里拜年，除了
保留传统礼节，还会坐在一起说说话，不
带礼品。到有高龄长辈的家里去，也是
带点牛奶之类的常见礼物。”在李连师眼
中，这样的拜年方式简单高效，礼品少
了，礼数并没少。

文明新村看民安。民安村正是景泰
这个西北小县城从干旱山区搬迁脱贫的
尝试。近年来，景泰县打造文明新风示
范村，启动“移风易俗倡文明，婚丧简办
树新风”主题宣传活动。全县有30多个
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抵制大操大办，崇
尚勤俭节约，促进社会新风尚形成。

在安徽省宿松县，外出打工的村民、
在外念书的学子回乡过春节时惊喜地发
现，今年的热闹与往年大有不同：村里的
大事小情各有归口，村民议事会、道德评
议会、禁赌禁毒会、红白理事会纷纷建立
起来。喜事宴请基本控制在至亲好友范
围之内，杜绝了大摆宴席；评选身边好
人、星级文明户，清新质朴的乡情乡味迎
面而来。截至目前，全县 209 个村（社
区）相继建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
禁赌禁毒会、红白理事会，倡导文明节
俭、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宿松县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哺育出
众多鸿儒硕彦，也孕育了深厚的“乡贤
文化”。近年来，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激活传统“乡贤文
化”，颂传“古贤”、引进“今贤”、培
育“新贤”，用其嘉言懿行垂范乡里，
弘扬了文明新风。

记者了解到，宿松县成立了县级“乡
贤文化研究会”、乡镇级“乡贤联谊会”

（乡贤文化研究分会）、村（社区）级“乡贤
参事会”，突出抓好古贤精神的挖掘和传
承、今贤精神的彰显和引领、在外贤达的
反哺桑梓和感恩回报等工作。同时大力
开展“百姓明星送欢乐”“寻找最美宿松
人”活动，让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的
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乡村能
人、身边好人等走上舞台，组织群众评选
身边的“新乡贤”。

宿松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长兵
介绍，县里不断完善乡贤组织，县乡村分
别成立了乡贤文化研究会、乡贤联谊会、
乡贤参事会，挖掘整理乡贤资源，影响更
多的乡贤回归故里、反哺家乡。县里还
成立帮扶礼遇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乡贤
信息库，成立以乡村能人为主体的美丽
乡村建设村民理事会等各种群众自治组
织，发挥他们干农村工作的特长，培养造
就“新乡贤”。

在乡贤人士倡议下，宿松县组织成
立了安徽松梓教育基金会，吸引 300 多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宿松籍“新乡贤”和企
业家参与助学行动，募集善款 600 多万
元，帮助270名贫困学生圆了求学梦。

春节期间，让广东省清远英德市九
龙镇活石水村村民乐开怀的是这个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上演了第一次
自己办的“春晚”，还是“众筹”组织的。

在微信朋友圈获悉活石水村“众筹”
办春晚的信息后，广州市民魏梦静带着
她和另外两个朋友组建的“三脚猫乐
队”，趁着休息时间赶到现场献唱。“我们
分别在IT公司、银行等工作。村民们很
喜欢我们的表演，很高兴在这里和村民
们共度小年。”魏梦静说。

多年来热心于村里公益事业的活石
水村小组组长罗水波，也是村民理事会
的主要负责人。他说，村里年会的项目
包括联欢晚会、醒狮表演、猜灯谜、写春
联、百叟宴等，大多数节目是村民和朋友
通过朋友圈或互联网发布信息，有钱的
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才艺的出才艺，“众
筹”来的。

“自己办得‘土春晚’，既时尚又接地
气，丰富了村民们的业余生活，树立了良
好的乡风乡俗。”罗水波说。

文 明 新 村 看 民 安
本报记者 李万祥

“ 新 乡 贤 ”引 领 新 风 尚
本报记者 文 晶

“众筹”办得“土春晚”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右图 2 月 4 日，四川隆昌县举办舞龙大赛，来自全县各乡镇的 19 支
舞龙队伍同台竞技，共贺新春佳节，祈愿风调雨顺。正月初八舞龙是当地
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至今已有440多年的历史。 钟艳华摄

左图 2 月
5 日 ，河 南 省 宝
丰县周庄镇崔庄
村秧歌队队员在
表演。宝丰县举
办第二十三届民
间艺术大赛，来
自 全 县 13 个 乡
镇和企业的民间
艺人敲起锣鼓，
扭起秧歌，欢欢
喜喜闹新春。

王双正摄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名门望
家兴，富贵盼安康⋯⋯”正月初六，在山
东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上河村，鹧鸪戏

《双状元》正在排演。鹧鸪戏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唯一一个由农村村
民自己保存下来的剧种。

幕后，63 岁的上河村村民彭振荣
在抑扬顿挫地拉弦伴奏。老彭平日爱喝
酒，一喝“高”了就和妻子打架。今年
一入正月，酒友约的酒局都排到了正月
初十。可就在春节前，朱台镇政府投资
500万元建设的“鹧鸪戏楼”落成。这
让有拉弦绝活的老彭坐不住了，他辞了

酒场奔剧场，节日里排练、演出，老彭
忙得不亦乐乎，“过去当地老人常说，
鹧鸪戏一开唱，糊饼子贴到了门框上；
豁上三天不吃饭，也要看上河的《胭脂
盼》。一听鹧鸪戏的锣鼓点，就感觉这
年味越来越浓了”。

在临淄区皇城镇南卧石村，正月初
一，村民就自发到村文化大院拜年，随后
有的表演广场舞，有的打羽毛球、打篮
球。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生告诉记者：“要
想年味不淡，基础文化设施必不可少。
以前，村里没有活动场所，过年的时候，
老百姓就只能窝在家打牌、打麻将，难免

有赌博的现象；现在，村里有农家书屋、
文化大院，村民欢欢喜喜闹新春有了新
去处。”

在村级文化设施全开放的同时，从
除夕到正月初六，位于临淄区的齐都文
化城博物馆春节“不打烊”，日接待游客
7000多人次，“博物馆里过大年”成为不
少临淄市民的选择。

“春节移风易俗，一方面要去除春节
的一些陋俗，为群众‘减负’；另一方面，
还要千方百计丰富春节文化内容，让春
节增加亲情、文化品位，让年味越来越
浓。”临淄区委书记宋振波说。

文 化 大 院 年 味 浓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农历正月初一，河南省西峡县二郎
坪镇蒿坪村文化大院内，在幼儿集体舞

《爱啦啦》优美动感的旋律中，一台由村
民自编自导自演的鸡年“村晚”拉开了帷
幕。台上的“演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动作也不标准，但台下观众的掌声、欢呼
声响成一片⋯⋯这已是蒿坪村第五届

“村晚”，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村晚”已
是这里过年必不可少的文化项目。

“节目演得真好，有传统的，有现代
的，看着真过瘾！”88 岁高龄的苏贵香老
人在家人搀扶下到村文化大院，只为亲
眼观看这台“草根春晚”。

说起组织“村晚”的初衷，村党支
部书记王振宏说，蒿坪村地处偏僻，距
集镇 20 多公里、距县城 70 多公里。全
村 7 个村民小组、650 口人散居在 9 平
方公里的3个大山坳里。每到春节，外
出打工的、上学的都回来了。因为没有
农活，大人们不是打牌就是喝酒，小孩
们不是看电视、上网就是睡懒觉。但举
办“村晚”，既给“民间艺人”们搭建
起展示才华的平台，又把村民们的心凝
聚起来。晚会上，村两委还特意表彰了

“传家风家训、树公德美德、争先锋先
进、做好人好事”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模
范村民，让乡亲们在欢乐开怀的同时，
受到正能量的感染。

山里“村晚”欢乐多
本报记者 王 伟

25 载 坚 守 扳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