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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元旦之后，河北张家口地
区进入了一年中最为严寒的季节，阳原
县四十亩滩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杨明泰
坐在自家烧得格外温暖的土炕上掰着
手指算起了过去两年的收入账。

“两年土地流转挣了4672元，股金
分红200元，前年我们老两口在蔬菜大
棚打工挣了 18500 元，去年因为我生
病收入少一点，也有15435元。从年收
入 2000 多元到年收入近 2 万元，这是
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多亏党的
扶贫政策好，也多亏了我们的好书记。”
杨明泰满怀感激地说。

杨明泰说的好书记名叫孙国亮，是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办公室副主任，
他已担任四十亩滩村第一书记整 3
年了。

倾情付出

原来的四十亩滩村是个贫困村，全
村 132 户中有 79 户是贫困户，占全村
一半还多。

村庄贫穷的直接后果是居住人口
流失。从1998年开始，四十亩滩村人
口开始集中外出打工。“年轻人穷，不好
找媳妇，无奈只能出去打工挣钱，短短
七八年全村近百名年轻人外出打工。
现在村里50岁的汉子都算年轻人。”75
岁的杨兆稳回忆过去的日子，用得最多
的字眼就是“熬”，他说：“在这个地方，
活一百年跟活一天一个样。”

村干部杨兆秀说：“电视上看到不
少比我们村环境还差的村庄，通过发展
产业都富了起来。我们非常着急，也与
大伙一起商量着发展产业。可没人能
引进项目，也没处找启动资金，改革开
放都几十年了，我们村除了粮食够吃
外，没有太大的变化。”

2016年春节过后，看到右手打着石
膏缠着绷带的孙国亮领着两名村干部来
到四十亩滩村，百姓的心又“活”了。

同年刚入春，孙国亮就召集村干
部，准备流转土地，成立以贫困户为主
的合作社，统一种植附加值高的大棚蔬
菜，让村民“土地流转得租金、大棚打工
挣薪金、产业营利分红金”。2016年4
月 11 日，四十亩滩蔬菜大棚项目终于
批下来了。然而，由于前期要垫资，招
标公告贴出很久也无人问津。

那些日子，孙国亮走路都躲着人，
生怕乡亲们问起他大棚怎么还没建
成？好在孙国亮用人格担保，终于说服
一家企业，垫资建设。

然而，大棚建设还没完工，企业就
开始要钱。一天七八个催款电话打得
孙国亮脑仁疼。他调侃说：“自己干了
一辈子警察，倒成了‘老赖’。”

无奈，孙国亮回学院筹钱，学院支
持 4 万元，教工们又捐助了近 3 万元，
在说服两名贫困户利用扶贫政策贷款

10 万元后，孙国亮再也筹不到钱了。
于是，他打起自己好不容易攒给儿子出
国做生活费的6万元的主意。

知道丈夫想要拿这些钱垫资蔬菜
大棚，妻子董晓娅哭了。“我们吃点苦没
什么，可蔬菜大棚经营有风险，投入没
个底。一旦赔了，孩子在国外的生活怎
么保证？”是啊，自己扶贫不能连累孩
子。正在孙国亮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接
到了儿子全力支持的电话。

得知孙国亮自己垫了6万元，杨兆
秀一夜没合眼。“我没见过这么好的干
部！要是大家都这么‘豁’得出去，村里
早就富裕了！”第二天，杨兆秀把家里仅
有的4万元也拿了出来，扶贫工作队的
韩涛、周涵分别从各自家中拿出 15 万
元和3万元先垫上。

垫钱扶贫的事，不仅感动了村里的
群众，也感动着他的学生。一名几年没
有联系的学生，听说老师扶贫缺钱，立
即主动打来3万元。“孙老师想干的事，
我们都支持！”

孙国亮的岳父得知情况后，拿出
10 万元积蓄并嘱咐，“国亮，扶贫济困
是积德行善的事情，别辜负党的期望，
好好干吧，我们全家都支持你”。

三万两万，十万八万，借借还还
……在孙国亮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
着这些年借过的40万元。

他常跟人开玩笑说：“我不卖命干
怎么办？欠着好几十万元的外债呢！”
翻看着这些欠条孙国亮感慨地说：“这
些人不是对我孙国亮有信心，是对党的
扶贫事业有信心！”

通过倾情付出，四十亩滩村 35 座
蔬菜大棚拔地而起，全村 79 户贫困户
全部有股份，其中有 23 户通过土地流
转还获得每亩 800 元租金，有 27 户中
的38人通过在合作社打工每月都有稳
定收入。

同甘共苦

千辛万苦建成蔬菜大棚，没有专家
指导怎么栽种可不行。

孙国亮从市里请来农业专家，从大
棚成本核算，到大棚科技管理，再到市
场行情，孙国亮要求所有村班子成员都
要学习。通过不断学习和摸索，孙国亮
和他的伙伴真的成了设施农业的行家
里手。

西红柿大棚刚铺滴灌管道时，担心
有的秧苗浇不上水，孙国亮一棵一棵地
给秧苗滴水。“死一棵苗就是 7 毛多钱
呀。”怕村民笑话他太“抠”，孙国亮常常
在中午人少的时候，顶着太阳趴在地上
给不出水的滴管扎眼。

夏天的大棚，温度高达40摄氏度，
为了观察研究蔬菜生长情况，孙国亮一
待就是几个小时，湿透的汗衫全部贴在
身上。村民调侃他：“一个夏天，孙书记

一张脸，只有皱纹褶子里是白的。”
有一年下暴雨，孙国亮带着大伙给

大棚盖雨帘，不小心重重摔在地上，腰
上的旧伤复发，疼得动不了。村民去扶
他，他跟人家瞪眼睛：“不去放帘子，来
扶我干什么！把我扶起来菜能丰收
吗？”看着孙国亮一身泥水，扶着腰，慢
慢挪回住处，很多村民都哭了。

“孙书记把菜当命根子，帮助村里
种菜比我们干自家营生都仔细。为了
让白菜能多卖一毛钱，大冬天他和我们
一起到集市上去卖，脚都冻伤了。这菜
要是种不好，都对不起孙书记。”村民刘
仲平说。

驻村半年，大棚蔬菜种得非常顺
利，可孙国亮却因辛勤劳作，再加上生
活没有规律，原本一个白白胖胖的教书
先生，变成了一个又黑又瘦的农民，体
重减轻40多斤。

“看着老孙一天天消瘦，我心中比
自己生病还揪心。”董晓娅含泪说：“每
次与他视频我都会哭，他们三个大男人
住在不挡风的大屋中，除了两张嘎吱作
响的上下铺，一个又做饭又取暖的铁
炉，啥也看不到。特别是冬天，人在屋
里一说话，嘴边还冒着气，穿着羽绒服，
鼻子冻得通红。”

“孙国亮腰不好，挨冻受寒是大
忌。”董晓娅心里琢磨着，与其自己在家
担心，不如搬到村里与扶贫工作队一起
住，这样至少能让他们按时按点吃口
热饭。

就在孙国亮驻村不到半年时，董晓
娅带着行李来到四十亩滩村，开始了夫
唱妇随的扶贫生活。

现今，四十亩滩村委会里十几米长
的条桌上，排列整齐的扶贫档案就是董
晓娅的“代表作”。为了这些档案，孙国
亮两口子不知熬了多少夜。孙国亮打
眼，董晓娅穿线，她说自己在四十亩滩
村把一辈子的针线活都干完了。

夏天，孙国亮每天早晨4点准时去
大棚干活，一干就是一天。董晓娅不理
解：“你快50岁了，腰又不好，大棚里有
工人，你为什么还要天天去？”孙国亮给
媳妇算了一笔账。“雇个带班的，一年工
资就要4万元，雇个男劳力，一年又是2
万元。我一个人既带班又干活，这一下
就能节约成本近6万元，省下的钱就是
合作社赚来的。”

听完老公算的这笔账后，董晓娅也
常常去大棚帮忙。有人夸她能吃苦，她
淡淡地一笑说：“我多干一点，他就少干
一点。”

第一书记与村民同甘共苦，妻子与
丈夫同甘共苦。看到孙国亮一家这样
真心诚意地为村民谋利，四十亩滩村的
人哪能不动情。“孙书记一家舍家贴财
帮助四十亩滩村百姓脱贫，如果再不积
极配合还能算人吗？”

四十亩滩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团结、奋进。蔬菜大棚临时需要帮忙，
大伙随叫随到，绝不偷懒。

有付出就有收获。2017年春节前，
成立不到一年的蔬菜合作社第一次分
红，79户贫困户每户分得200元红利；还
有23户贫困户共拿到土地流转金30979
元，27户贫困户中的38人在合作社挣得
薪金69831元。看着乡亲们个个高兴地
数着钞票，孙国亮再也抑制不住，回到住
处，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爱心永驻

2017 年春节前，孙国亮所在学院
党委收到四十亩滩村18名党员和村民
代表的联名感谢信。

信的结尾写道：“2017 年，村里的
脱贫攻坚任务依然很繁重，如果在此时

更换第一书记有可能影响到村里工作
的连续性，希望能将孙国亮这样的好书
记多留一段时间，让全村百姓顺顺利利
奔小康。”

看着 18 个红手印，学院领导苦笑
着对孙国亮说，“国亮，这不是‘感谢
信’，这是‘挽留信’啊，村里需要你，学
院也需要你，去留你自己决定，党委都
支持”。

那年春节，孙国亮过得并不舒坦。
去留之间，他反复权衡。最后他对妻子
说：“我如果现在回学校，万一合作社搞
不下去，我对不起乡亲们也对不起自
己。”

2017 年春节刚过，孙国亮回到了
奋战一年的四十亩滩村。那天，村里的
鞭炮声比过年还响亮。

再次回村的孙国亮以更大的热情
谋划全村的发展大计：村里大棚蔬菜搞
起来了，能不能向无公害生产迈进；卫
生环境太糟糕，能不能将全村街巷道路
硬化；村民赌博、迷信等陋习很多，要抓
紧启发教育；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要建立保障机制……

发展无公害蔬菜需要有机肥，孙国
亮到附近养鸡场联系买肥料，当他看见
鸡场员工往饲料中掺菜叶，一瞬间他有
灵感了：种有机蔬菜需要用鸡粪，蔬菜
种植中产生的废弃菜叶，可以用来养
鸡，这分明就是一个养鸡肥田、肥田种
菜、剩菜养鸡的生态循环产业链。于
是，村里的3000只华北柴鸡在拔秧休
棚后的蔬菜大棚中安了家，除了充分利
用大棚中的菜叶外，孙国亮与村两委商
量决定，在村边租用2亩个人用地再建
一个蔬菜交易市场。这样不仅方便本
村大棚菜和周边种菜村民交易，使大家
的蔬菜都能卖个好价钱，而且还可将市
场交易后留下的菜叶作为鸡饲料，一举
多得。

2018 年蔬菜丰收，大棚菜收益达
70多万元，除了给村民分红、还借款之
外，盈余20万元。今年元旦前后，四十
亩滩村第一批柴鸡出栏，每只价格100
元，没承想却成了抢手货，三五天工夫
就被预订一空。

村集体经济有了收益，为村民办实
事的底气就足了。近年来，村里 16 户
贫困群众住上了温暖的新房；村里的大
街小巷全部实现拓宽硬化，还安装了太
阳能路灯；村里专门拿出资金设置了清
洁卫生公益岗，让部分丧失劳动力的困
难群众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致富；村集
体建立专门支出项，为每位村民补助
120元医保费用……

与此同时，通过农民讲习所、村民
联谊会、爱心家庭勤劳致富能手、孝老
爱亲家庭评比等活动，村民的精神面貌
和思想觉悟也正发生变化。

村干部杨子胜介绍说，刚开始村里
也有“刺头”对建大棚和经营管理说三
道四，不相信有这样的干部垫这么多钱
为村里建大棚，怀疑里面有“猫腻”。可
是3年下来，看到孙国亮把心掏出来为
村里干实事，村民被深深感动，打心眼
里服气。

春风化细雨，沃野换新颜。孙国亮
和他的同伴们通过无怨无悔，忘我无私
的投入，四十亩滩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截至去年底，全村 79 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摘掉了“贫困帽”，
村民年人均收入由 2015 年的 2600 元
上升到8000多元。

看到这些变化，四十亩滩村的百姓
希望他们的主心骨孙国亮不要走。无
论孙书记走不走，他的爱心已经转化为
扶贫攻坚的沃土，四十亩滩村产业脱贫
的路子会越走越宽广，村民的生活会越
过越甜蜜。

春 风 化 雨 沃 野 新
——记河北阳原县驻四十亩滩村第一书记孙国亮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赵婧男

27年前，17岁的单杏花走出
家乡江西婺源，第一次坐上火车
踏上求学路时，她从未想到自己
有朝一日会和铁路结下深厚情
缘；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中国铁
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技术研发
带头人。

1996年，单杏花考上华东交
通大学研究生，主修交通运输工
程与控制专业。同年，中国铁路
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研发项目启
动。刚读研没几天，单杏花被挑
选到项目组，随同她的老师、学长
来到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

“那时候压力很大。项目中的很
多知识都要边学边做，还不能耽
误学业。”但在单杏花看来，无论
有多大压力，不过是人生的考验。

1996年，中国铁路成功实现
了计算机售票。此后，系统从1.0
版本到 4.0 版本不断升级改造，
单杏花全程参与了从人工售票向
计算机售票、从车站独立售票向
全国联网售票的转变。在这个过
程中，单杏花展示了过硬的技术
攻关能力，也逐渐从学习协助、独
当一面、主持负责到总体设计。

2005 年，单杏花主持了 5.0
版本的研究与开发推广工作，在
售票组织策略、席位控制等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和技术上
的创新与突破。随后，在铁路实
行车票实名制、电子支付及学生
团体、农民工团体售票系统技术
研究方面，她发挥着关键性技术
支撑作用。

2010年前后，单杏花和她的
团队顺应时代潮流，开始研发铁
路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2011年6月12日，铁路12306网
站正式启用，标志着中国铁路进入电子商务时代。此后几年，
单杏花带领团队持续优化调整12306核心系统架构，研究出

“读写分离、售取分离”“弹性扩展”“内存计算”等方法和技术，
使系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实现互联网售票是中国铁路客运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
飞跃。据统计，目前系统注册用户超过2.5亿，高峰日全渠道
售票超过1300万张，互联网售票比例超过70%。

20多年来，单杏花怀揣着梦想与信念，在铁路客票技术
创新领域默默奉献、攻坚克难、屡创佳绩，先后获得了铁路青
年科技拔尖人才、第二届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火车头
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詹天佑青年奖等荣誉。

“努力了20多年，有过痛苦，有过快乐，取得的一点点所
谓‘成绩’也不过是生逢其时，要感谢这个时代和铁路的大发
展。”单杏花像她的名字一样，在百花争艳的春天里绽放，散发
着独特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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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华玉（左一）在指导小学生练习采茶戏基本功。

吉水采茶戏，旧称“三角班”，2012年4月被列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今年78岁的江西吉水县采茶戏老演员廖华玉，
为了振兴吉水采茶戏，几十年如一日，在挖掘整理、传承弘扬、
创作演绎中不曾停歇。

廖华玉十几岁就进入了吉水采茶剧团。几十年来，导演
和主演了100多个剧目，多次参加省、市、县组织的戏曲调演
并获奖。退休后的廖华玉每天依旧为研究剧本、导演作品、组
织演出忙里忙外。他还组建了一支吉水采茶戏爱好者演出
队，成立了吉水县戏剧家协会，并义务担任全县20多个农民
业余剧团的导演，教授技艺，为吉水采茶戏的保护、传承和发
展不遗余力。 廖敏 伍珑摄影报道 （中经视觉）

匠心传承老戏骨

廖华玉在吉水县采茶戏大赛舞台上与伴奏师沟通。

廖华玉（中）在为演员说戏。

◁ 孙国亮在采收西红柿。

▽ 孙国亮（左二）与村民将采摘的蔬

菜装车。 刘建凤摄

孙国亮（左一）在贫困群众家里了解生活情况。 刘建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