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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昆 明 4 月 5 日
电 （记者姚兵）云南省瑞丽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 4 月 5 日发布通告，
姐告国门社区等三地调整
为高风险地区，鑫盛时代佳
园小区等六地调整为中风
险地区。

通告称，经瑞丽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专家组评估，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从 5 日
19 时起，瑞丽市有 3 个高风
险地区，分别为：姐告国门
社区，团结村委会金坎、弄
喊片区（瑞丽大道以南），仙
客巷和光明巷居民小组；中
风险地区 6 个，分别为：鑫盛
时代佳园小区，瑞京路红砖
厂，星河蓝湾小区，双卯村
民小组，下弄安村民小组，

珠宝街老食品厂家属区。
据新华社昆明 4 月 5 日

电 （记者姚兵、张雯）云南省
瑞丽市 4 月 5 日晚召开发布
会介绍，自 6 日 8 时起，将对
瑞丽市城区进行第二轮全员
核酸检测。

瑞丽市委书记龚云尊
说，为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全
力做好瑞丽市城区第二轮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指挥部决
定，对疫苗接种工作进行调
整，待核酸检测完成后，根据
疫情防控情况，再集中力量
继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请
尚未接种疫苗的市民予以理
解配合。

据介绍，截至5日14时，瑞
丽市累计接种疫苗126358剂
次，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情况。

云南瑞丽三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六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将启动城区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脱贫攻坚战胜利了，1800多名“战士”
永远地留在了战场。

清明时节，新华社记者回忆那些印
在头脑里的战士面孔，说一些藏在心底
的感慨。

（一）你把“位卑未敢忘
忧国”写进家书

我清楚地记得，余永流是 2020 年
12 月1日早晨去世的。当天11点多，我从
遵义那边得知消息。

余永流是贵州遵义市汇川区观坝社区
的驻村干部。连日加班后，他身体突发不
适倒在岗位上。当天下午，我看到了当地
干部在他电脑里发现的《呈公主殿下书》。

信落款2018年4月28日，那是余永流
请缨驻村不久后，写给未满月女儿的。

信600来字，却是我从没有见过的：不
仅是文言文的写法，更是字里行间对孩子
的爱、对扶贫的情、对国家的义。

我们依据这封信和他的生平，采写
《小“公主”，这封家书爸爸再也没机会读
给你听》，第二天播发后，大量网友留言，
有人说，信让人想起《出师表》。

他去世 5 天后，我到观坝社区采访。
说实话，当时还有点忐忑，担心余永流只
是因为这封信火。

我走进贫困户家。冯先友说起他儿
子查出血液病后，一家生活困难，余永流
四处奔走，为他们争取救助，儿子病情有
了很大好转。姚国和说，平时看余永流工
作很拼，没想到他孩子那么小，“泪奔，一
路走好”。

我采访他的同事。他们你一言我一
语：余永流带他们去四川帮贫困户孩子上
户口、办低保；为了吸引企业投资，他多方
联系，还自己画了图纸；五个多月的茄子
销售期，他早起到地里督促群众采摘，夜
里做销售台账，有时熬通宵。

他的妻子吴学义手机里保存着一段
视频。

“我走喽，我走喽，你就在这里玩喏！”
“爸爸——”
乡间小道上，女儿左顾右盼玩耍，余

永流开玩笑似地呼唤，女儿抬头，张开双
臂扑向爸爸。

“女儿太小，她好像已经把爸爸忘记
了，这让我很难过。”吴学义说，“不到6岁
的儿子，还记得爸爸，有一次老家有人过
世，棺椁停在外面，他非要过去看，说‘爸
爸在里面’。”

我觉得，余永流信里写“国之大计”
“不辱使命”，不是空话套话，而是他的心
声。从他的言行看，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
义色彩的人，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但也是
实干派，他的一生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写照。

33岁的余永流、45岁的马勇、56岁的
徐先文……身处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的
贵州，这些年我采访多名牺牲干部的事
迹，他们的忘我奉献深深触动我。没有他
们，不会有今日脱贫攻坚成果的取得。斯
人已逝，精神永存。

（记者李惊亚）

（二）你是我未曾谋面的
大凉山兄弟

“又梦到哥哥。梦里看他一身泥，很
难过……”4 月 3 日，大雨，我接到蒋茹倩
的电话。

她的哥哥蒋富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毕业后放弃城市工作，回到中国最贫困角
落之一的大凉山。2016年8月22日，任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四峨吉村第一
书记的他，突然倒下再没醒来，才26岁。

电话勾起回忆，2017年以来我们三次
到大凉山采访蒋富安事迹，次次心痛——

四峨吉村在九口峡谷的高山上。我数
过，紧邻悬崖的公路连续盘旋50多个弯。
这是蒋富安带领村民修的路。2016年前村
里只有破旧的土坯房，没公路，没水喝，人
也懒散。最难忘原村主任欧其尓吉说，蒋
富安的牺牲让村里人惊醒：“全村人都自发
打火把下山来，围着他哭啊，哭他走烂三双
鞋，哭他好兄弟，哭他不回来……”

他没给家里留下什么钱。在盐源县
蒋家逼仄的房间里，转身都很难。蒋茹倩
拍着一个短小的沙发，说哥哥回家没地方
睡，睡沙发脚都伸不直。而面对村里孤
儿，他一次次掏空口袋。

他没留下孩子。“他从当第一书记到
牺牲，就回了两三次家，一次是火把节，一
次是结婚，才一两天就走，和嫂子见不了
几面，都是很累的样子。哪有这样的哦？”
蒋茹倩说。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几张照片，他和
凉山州原2072个贫困村的第一书记们，像
极了覆盖大凉山的平凡草木。

“本来青岛有好工作，他非要回凉山扶
贫，倒赔违约金，助学贷款也没还完，他为
什么？”蒋茹倩比哥哥小7岁，2020年大学
毕业后，一个人坐班车去四峨吉村找答案。

答案是什么？我问蒋茹倩，她看到，
结实的公路通到村组，山头建着水塔，从
十几公里外引来清水；老乡赶羊赶牛背土
豆，人人都在忙。

“他自夸过，从工作单位州审计局争
取到两万斤土豆种子，哥哥帅不帅？”蒋茹
倩说，那些种子就是答案，变成了贫瘠大
山上的收获，值得！

在蒋家，我见到一个3岁男孩。那是蒋
富安去世两年后，蒋妈妈又生下的一个孩子。

“阿爸白天坚强，但晚上都睡不好，梦
里经常喊哥哥的名字。”蒋茹倩2019年入

了党，她希望当哥哥那样的第一书记，振
兴大凉山，延续哥哥的志向。

青春可贵，奉献无价，蒋富安就是我
的兄弟，未曾谋面却无比熟悉。我向着凉
山方向深深鞠躬。

（记者谢佼）

（三）要是你们在就好了
早生的白发、密布的皱纹、朴实的话

语……跑过脱贫攻坚的记者，脑子里都有
这样的扶贫干部形象。然而从江西修水
县采访归来，我最常想起的是两张笑容满
溢的面孔。

他们是吴应谱和樊贞子夫妇，在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表彰对象中，他们两人的名
字紧紧相连，牺牲时分别为28岁和23岁。

2018年12月16日，人们沿着崎岖狭
窄的公路，在下方的水潭中找到他们。那
天是他们新婚第40日。

翻看一张张合影，两张笑容满溢的面
孔好似两个孩子。他们结婚登记日选的是

“6月1日”。樊贞子送给吴应谱的新婚礼
物，是一本用彩笔记录爱恋时刻的纪念册，
充满童趣。最后，樊贞子写上“未完待续”。

在吴应谱的农村老家，我看到他的家
门前挂着一对印有“囍”字的大红灯笼，旁
边贴着白色挽联。那一刻，我的心被狠狠
地刺痛了。

他的同事告诉我，应谱年纪不大，却是
独当一面的“扶贫好手”。贫困户古和平是
个犟老头，常和村干部“不对付”。吴应谱
总是笑嘻嘻地往他家跑，介绍公益岗位，帮
助改造土坯房，有时还睡在他家。一天深
夜下起暴雨，吴应谱骑上电动车赶往老古
家，看到他安然无恙后才放心离开。

老古提起往事，有些酸楚。“过去，我
脾气不好，但我知道他是真心为我好。”

我问老古：“既然你对应谱感情这么
深，那你还记得他的手机号吗？”

他脱口而出手机号，并说“一辈子不
会忘记”。

樊贞子帮扶过的游承自，年近八旬，忘
了很多事，却记得贞子牺牲的日子。贞子
走后，游承自有一天梦到她喊爷爷，老人答
应着从睡梦中醒来，醒来后，泪流满面。

是什么让村民对他们念念不忘？我
想，那是因为吴应谱和樊贞子夫妇真正关
心着村民的吃穿冷暖，感受着村民的喜怒
哀乐，和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今年清明，一些人在朋友圈缅怀他
们——

“你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为了让群
众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善良爱笑的你说
自己很感性，见不得有人这么贫困……要
是你在就好了，总能把快乐带给所有人。”

两年过去。脱贫攻坚胜利了，我们笑
着往前走，一回头却发现，有的人永远留
在了过去。

要是你们在就好了。
（记者赖星）

（四）你有了更多的接棒者
快到清明节，我看到广西百色市委宣

传部覃蔚峰发了几条朋友圈，黄文秀墓前
摆满鲜花。一问才知道，最近有很多人去
看文秀。

算起来，到现在，文秀已经走了快两
年。我心生唏嘘：4月本是这个明媚姑娘
的生月。

2019年6月18日那晚，我开始追踪百
色市乐业县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山洪中不幸遇难的资讯。第二天我到一
线，采访文秀的亲朋好友和村民，不舍的
感觉挥之不去：她的美好随时间的推移而
愈发清晰，也让离去愈发残酷。

文秀的牺牲，给家人带来伤痛。文秀
唯一的姐姐黄爱娟本在外地工作，现在回
家照顾年迈的父母。

4日一大早，黄爱娟和家人一起到陵
园，蹲在文秀墓前，跟妹妹诉说家里近况。

“请代我给文秀送一枝鲜花。”我拜托
黄姐姐。

文秀应会放心。战友们懂她。覃蔚
峰在她墓前设计了一块汉白玉的扶贫日
记雕塑，那是她扶贫的见证。

家人也懂她。父亲黄忠杰身患癌症，
爱女去世后他说自己会坚强，与病魔斗
争，“让文秀放心”。他谢绝慰问金：“我们
不能给党和国家添麻烦。这些钱，村里扶
贫用得上。”

黄文秀的“接棒者”、现任百坭村驻村
第一书记杨杰兴告诉我，村里贫困人口已

“清零”，办了村集体企业，砂糖橘、清水
鸭、油茶产业更兴旺。这个清明，不少村
民在网上拜祭她。

我采访的不少驻村干部，提到文秀的
影响，不是因她牺牲，而是她的纯粹和投
入。比如，她的扶贫日记绘制了村“贫困
户分布图”，密密麻麻标注着住址、家庭情
况、致贫原因等。有人问文秀，为什么要
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她
回答：“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
的人。”

我采访得知，今年 1 月，百坭村村委
换届选举时，多了 3 张年轻的新面孔，他
们是主动回村的大学生，想向榜样学习。
他们接过文秀的接力棒，踏上崭新征程。
我想，文秀知道了，会高兴。

（记者何伟）

（五）你们是守住阵地的战士
我当记者5年多，跑了5年扶贫。
云南曾经的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都有倒下的扶贫干部。
倪明真，来自地处滇东北要冲的寻甸

回族彝族自治县。他在海拔2700多米的
彝族村寨当了 20 多年村干部，这里贫困
发生率最高时达 70%。2017 年他被确诊
白血病，第一次化疗后，第二天就从医院
赶回村，忙着村里发展生态养殖，把土坯
房改成砖混房，他自家是全村最后一个完
成改造的。2018 年 7 月，我采访他时，他
头发基本掉光了，每天早上 7 点多出门，
晚上10点多回家。他当时告诉我：“如果
老百姓下一届选我，我还要尽力干好。”没
想到，5个月后，他走了。

吴志宏，在滇南的红河州史志办工作
27年后，前往红河县三村乡驻村扶贫。在
这个哈尼族聚居的贫困乡，他忙着改造危
房、解决用水困难、发展产业，顾不上对家
人嘘寒问暖，更别提团聚：妻子食用野生
菌中毒，他没有回去；驻村近 20 个月，他
几乎没给读大学的儿子打电话，微信交流
也很少；与父亲居住的小区一街之隔，但
他去世那年只回家两次，见父亲一次。他
突发脑溢血那天是10月17日，国家扶贫
日，我不会忘记。75岁的吴爸爸说，他觉
得儿子没有离开，因为儿子捐献的器官帮
助 3 名器官衰竭者重获新生，2 名失明者
重见光明。

王秋婷，乌蒙山腹地的昭通市大关县
打瓦村驻村工作队员。她 2 个月遍访
22 个村民小组，平均每天走2万多步，走
烂两双运动鞋。事故发生那一刻，坐在车
上的她正跟男朋友通电话，两人本来即将
领证。记得我去采访时，她在“双11”给新
家添置的床上用品、锅碗瓢盆陆续寄到。

吴国良，当过中学老师、村支部书记，
最后一个职务是昆明东川区汤丹镇扶贫
办副主任。他的公务车辆坠下深沟后，我
采访他的父亲、弟弟、妻子，后来他全家都
成了扶贫队员。父亲年近花甲，老党员，
说“儿子是他的榜样”，一直在村里干扶
贫。妻子原来是镇上普通职工，后来到邻
村扶贫。弟弟本在外地工作，吴国良去世
后，他也回到东川扶贫，说“完成哥哥未竟
的使命”。

我采访过近 10 位牺牲的扶贫同志，
最小的26岁，最大的近60岁，有汉族、彝
族、纳西族等。他们大多没有轰轰烈烈的
事迹，就像一个个战士，守在一个个阵地，
必须攻下贫困这个堡垒，哪怕“5+2”“白加
黑”，都不会停下脚步。

正是这些战士，通过自己的点点滴
滴，积年累月，拉近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
众的联系，这不就是初心吗？

我记录他们，是做好记者的本职。同
时，我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与他们的身
边人相处聊天，安慰帮助。

（记者杨静）

（六）你是百姓盼归的燕子
4 月 3 日晚，大源村的驻村干部刘云

慧发来信息：村民今天又自发祭奠了诗燕
书记，现场让人止不住眼泪。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1日已有20多名
村民祭奠过他。我打电话过去，刘云慧声
音低沉，还在哀伤中。

白天，大源村50多名村民，上至70多
岁的老人，下至五六岁的娃娃，带着自家
酿的米酒、山上采的杜鹃，汇聚到“燕归
路”上，追思湖南炎陵县委原书记黄诗燕。

大源村是黄诗燕生前的脱贫帮扶联
系村。曾经，大源村人用了 17 年打下路
基，始终还是条乡村土路，晴天一身灰，雨
天一身泥。在时任县委书记黄诗燕的大
力支持下，这条路 2017 年硬化成了水泥
路。黄诗燕因劳累过度牺牲后，村民为纪
念他，将路命名为“燕归路”。

71岁的张艮花蹲在路碑前，慢慢倒上
三杯酒，泪水划过脸上的皱纹，“黄书记，
我带孙女来看你了。我不会说话，但我们
世世代代都会感谢你，记得你。”

村民的讲述，让我想起2019年黄诗燕
去世后去采访的情形。

在我国基层党政权力体系中，县委书
记责任重大。要做县委书记的报道，挑战
比较大，我们也有些惴惴不安。

我当了 10 年的“三农”记者，与村民
打交道比较多。这些村民平时面对镜头
都紧张，如果多拍几遍，还会手足无措。
但在讲述黄诗燕时，我见到了最生动、最
放松、最真切的他们。

有人缓缓讲述、默默流泪，有人娓娓
道来、泣不成声，有人刚刚还沉浸在温馨
的故事中，下一秒却手捂着脸，痛悔最后
一次见黄书记时明明看他脸色不好，手掌
冰凉，却没有提醒他去看医生。

采访后，我在房间走来走去，思考：这
位县委书记，到底是做了什么，才会让老
百姓如此亲近和怀念？

整理笔记，我尝试列出答案：老黄牛、
父母官、家里人。

炎陵地处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之一的罗霄山片区。2011 年起 9 年时
间，黄诗燕带着大家把黄桃种植面积从
5000亩增加到8.3万亩，4811户贫困户因
此稳定脱贫。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但为了
黄桃销售，屡屡“站台”当推销员，百姓都
说“大黄抓小黄，抓出金黄黄”。

2014年，炎陵县有1.49万户住房存在
安全隐患，需投入 6 亿元，而当年全县财
政收入仅7亿元。黄诗燕发“狠话”拍板：
砸锅卖铁，也要让老百姓住上新房！

易地搬迁贫困户张连军说：“黄书记
3 年来我家19 次，怕我们搬下山不习惯，
还给每家配备杂房和菜地，什么事都给老
百姓考虑到，真的比亲人还亲。”

他叫诗燕，也如燕子衔泥般垒起了老
百姓的“幸福窝”。他去世后，老百姓对他
自发的悼念，让我深切理解了“政声人去
后”的含义。

不止黄诗燕，脱贫攻坚的“一线指挥
官”县委书记群体里还倒下了姜仕坤、泽
小勇、蒙汉……老百姓会记得他们。

（记者周楠）
扶贫英烈已化身青山绿水，我们能做

的就是经常想念，接续奋斗。
执笔：熊争艳、屈婷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你们长眠，我们常念
——新华社记者追忆扶贫英烈

黄文秀与村民一起采摘运输砂糖橘（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4 月 5 日电
（记者王优玲）记者 5 日从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该
部门要求在推进疫情常态化
防控的同时，要做好 2021 年
城市排水防涝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
布通知，要求省级住房和城乡
建设（水务）主管部门要坚决
杜绝侥幸心理，克服麻痹松懈
思想，强化防大汛、防极端降
雨意识，督促本地区城市落实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2021
年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安全及
重要易涝点整治责任人名单
的通告》要求，将工作责任逐
一落实到具体岗位和个人，消
除责任盲区和监管空白。

通知要求，指导督促城
市排水主管部门全面开展内
涝积水隐患排查，建立清单
和台账，力争汛前整治到位，
对于汛前难以整治到位的，
制定专门处置方案，防范安
全事故；加强作业安全管理，
按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做
好设施维护养护从业人员卫
生健康防护。

同时，开展应急演练，总
结往年排水防涝工作中的难
点堵点和暴露出的薄弱环
节，有针对性地修订完善排
水防涝应急预案；加快设施
建设补短板，编制排水防涝
系统化实施方案，着力用系
统的方法解决城市内涝问
题，统筹落实具体建设项目，
加强施工质量管理，补齐排
水防涝设施短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强
调，城市排水主管部门要加
强与气象、应急管理、水利、
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的信
息共享与联动，建立健全城
区水系、排水管渠与周边江
河湖海、水库等“联排联调”
运行管理模式。按要求加强
值班值守，掌握雨情、涝情、
水情，迅速采取应对措施。
严格执行汛期涝情“一日一
报”制度，按时报告内涝积水
基本情况、成因及应对措施
等情况。采取多种方式加大
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知识宣传
力度，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
息，第一时间回应社会关切。

住房城乡建设部：

做好城市排水防涝
消除责任盲区和监管空白

近日，在微博、朋友圈和
以虎扑为代表的一些网络论
坛上，出现了国产品牌球鞋
涨价和缺货的消息。一些网
民发现，李宁、安踏等国产品
牌的有些“限量款”球鞋价格
飙涨，其中某品牌一款球鞋
的价格涨幅达31倍。

知名国产品牌的限量款
球鞋在二手市场上存在一定
溢价并不新鲜。然而，这一波
价格上涨明显超出溢价范畴，
远离价值规律。一件商品短
短几天涨价数十倍，显然不是
市场运行的正常现象。

近年来，国产品牌在科
技研发和外观设计等方面都
有了长足进步，的确有了迈
向中高端市场的底气。加之
当前一些洋品牌球鞋因其恶
意“封杀”“新疆棉”行为受到
中国市场冷落，消费者纷纷
用脚投票支持国货，国产品
牌遇到良好发展契机。然
而，如果因为“炒鞋”导致球

鞋爱好者买不到想要的球
鞋，进而让国产品牌失去消
费者的信任，无异于竭泽而
渔，自断国产品牌升级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少
数互联网平台打着“真假鉴
定”等旗号，在“炒鞋”问题上
借机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平
台为“炒鞋”“囤鞋”的年轻消
费者提供信贷支持，扮演不
光彩的角色。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始终
是企业应当遵循的发展正
道，借机偷奸耍滑坑蒙拐骗
终究只会害人害己。对当前
一些网络平台借机哄抬价格
的行为，品牌方应当尽快动
起来，维护品牌形象。监管
部门也应积极作为加强监管
和引导，维护市场秩序，为

“国货”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新华社广州4月5日电）

借机哄抬“国货”价格
是自断门路

新华社记者 周自扬

新华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