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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不落下一个村、一个组、一个困难群众，是邓家富深入乡

村一直强调的。

2017

年

3

月

1

日，邓家富时任黔西南州委常

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他到普安县罗汉镇调研指导易

地扶贫搬迁。 他先后到戈汆村老虎坟组王胜刚、河沟组李本

金等

7

户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家中。 与他们讲解易地扶贫搬

迁的政策，算明细账。

“之前，镇里面，村里面，五人小组都到我们家讲解搬迁

政策，我们也觉得搬迁好，只是担心搬过去种不上土地，没有

生活来源，日子不好过。 ”王胜刚说。

“搬过去了，老家的土地还是你的呀，你可以把土地出租

给县里的平台公司，可以得到一笔收入，政府给你们搬过去

的每一家人安排一个人工作，在城里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比

你们一家人在这里一年的收入发都多呢。 你是篾匠，进城后，

你还可以搞好竹编，这样即传承了技术，又赚到钱，多好啊！ ”

邓家富说。

“那都是纸上谈兵，都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呢。 ”王胜刚说。

“不落下一个贫困群众，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贫困群众的

庄严承诺，也是对干部的严格要求。 一家人至少安排一个人

就业是政府对你们的承诺，承诺了就是要兑现的。 你有这些

顾虑是正常的，不过请你放心。 国家政策只会越来越好，大家

的日子也只会越来越好。 ”邓家富笑着说。

“坐惯的山坡不嫌陡，祖祖辈辈在这里习惯了。 ”

“祖祖辈辈是没有机会往外搬迁， 现在你有机会了就应

该抓住。 像这样的地方，搬迁是阻断穷根的最好的手段和最

直接的方法。 ”邓家富耐心地开导着王胜刚。

“我们还是再等等，再看难看吧。 ”王胜刚说。

“现在政策给你送到家里，你还要等什么？看什么？ ”邓家

富问道。

“看看先搬进城里的老乡们在新家生活得怎么样。 ”王胜

刚说出了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

陪同调研的县、镇、村和五人小组同志告诉邓家富，现在

观望的还在多，好多老百姓都是既想搬又怕到城里生活得不

好。

“第一批搬迁很重要， 一定要搬好， 不仅要让群众搬出

去，还要让他们在新家生活得好。 要让已经搬迁的群众回来

给这部分还在犹豫的老百姓的思想工作，用他们自己的亲身

经历给大家讲一讲搬迁的好处，比我们干部来讲更管用。 ”

普安县高棉乡朝阳村石丫口组，在两座山之间的一个夹

皮沟里，土地贫瘠，没有一块像样的平地。 县里和镇里都建议

整组搬迁，通过前期乡党委、政府以及包村干部、帮扶干部努

力，有的老百姓已经搬迁到普安县城，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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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户贫困户还

在不愿意搬迁。

7

月

21

日，邓家富来到组里与群众座谈。

“在座的乡亲们有谁已经搬出去了，生活得怎么样，好过

不好？ ”邓家富问道。

“感觉非常舒服，房子很亮，马路又宽又平坦，哪里像我

们这里爬坡上坎的。 娃娃读书也近，赶场也方便。 ”搬迁户何

礼奎答道。

“还没有搬迁的老乡，你们听到了吧，这就是搬迁出去的

老乡的最真实感受。 当然你们也不能只听他讲，要亲自去看

看，满意了再搬嘛。 ”邓家富说。

“不瞒领导说，前几天我也无看过，还真是何礼奎讲的那

样，城里的我们这里舒服多了，我确定搬迁了。 ”一个贫困户

回答道。

“这就对了，百闻不如一见，大家都去看看，愿意搬迁的，

政府都支持。 ”邓家富鼓励大家道。

听了何礼奎现身说法和邓家富鼓励，有几个老乡表示愿

意起看看，搬不搬看了回来再决定。

“乡干部要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在老家不能发展、又

符合搬迁的老百姓都搬迁出去。

3

月份我到罗汉镇调研的时

候，老百姓就提出来，要看搬出去的老乡生活得怎么样才考

虑搬与不搬，现在我们就把还顾虑的贫困户带到安置点去看

看，让更多贫困户享受到国家的好政策。 ”

邓家富要求高棉乡党委政府，要坚持易地扶贫搬迁和产

业发展共同推进，尽最大努力使贫困户愿意搬迁，不愿意搬

迁的贫困户要确保产业发展全覆盖。

8

月

28

日，邓家富到普安县高棉乡棉花村调研。 他来到

黄仕义家里，黄仕义见有领导来，就诉苦：“你帮我说哈老婆

娘，我说搬，她就是说舍不得离开这里，我就不晓得她有哪样

舍不得。 ”

“你要搬你就搬，又没得哪个拦着你，我就是不搬。 你不

要在领导面前告状。 ”黄仕义妻子气怂怂地说。

“老嫂子不要激动，有事情好好商量嘛。 ”邓家富笑着说。

“他就是一个老东二，商量不成。 ”黄仕义妻子还是气怂

怂的，提高音量吼起来。

“别激动别激动， 我们今天来就是想了解你们的真实想

法。 ”邓家富劝导。

黄仕义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跟二儿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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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头了，还是

单身，只有最小的一个成了家，他希望能搬到兴义，让两个儿

子能够娶上媳妇，过上美好生活。

了解黄仕义家的情况后，邓家富搬着板凳到黄仕义妻子

旁边坐下劝导：“现在国家的政策好， 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其中易地扶贫搬迁是拔穷根、挪穷窝、彻底斩断代际贫困的

最有效最管用的方法。 像你们这里这样贫穷的地方 姑娘都

不愿意嫁进来，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两个儿子着想啊，作

为父母，我们苦一辈子为哪样？ 还不是为了娃娃能够过上幸

福生活。 你们在这里辛苦几十年，娃娃连媳妇都讨不着，还不

如搬出去摆脱贫困，让你家老大老二娶上媳妇 ，过上好日

子。 ”

黄仕义妻子好像听懂了，也明白了，眼眶红了起来，眼泪

汪汪地低下了头。

临别时，邓家富叮嘱村干部：“要加大对易地扶贫搬迁相

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做通做细群众的思想工作，让老百姓早

日搬迁。 每个干部都要认真思考工作方法，创新工作路径，引

导群众转变观念；要做好摸底排查，教育群众摒弃‘等靠要’

的思想观念，采取

1

户带多户的工作模式，以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为主线，分类施策、真抓实干。 以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破

楼兰终不还的决心，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老百姓的幸福指

数，为贫困群众如期实现脱贫努力干好每一天。 ”

搬迁只是第一步，搬迁后如何发展，黔西南州委探索实

施的新市民计划，就是一套系统的工程，黔西南州人大常委

会，在实施新市民计划中，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后

话。 （未完待续）

一段难忘的旅程

张志友

现在， 贞丰到安龙只有五十多

公里，坐客车一小时多点，如果是自

己开车，四十多分钟就到。 但在三十

多年前，这段路却是那么遥远艰难。

1984

年，我在安龙读师范。元宵

之后，春寒料峭。 为了不迟到，我提

前

3

天就出发。 但最终仍然没能按

时赶到。

我家住在贞丰县龙场镇坡柳

村， 本可以在王家屯道班请人帮助

拦辆客车前往的， 但想到那样的拦

车方式太危险，不敢开口，万一出点

差池，就罪孽深重了。

王家屯道班有个退休工人跟我

家是亲戚，他为人豪爽，乐于助人 。

凭借自己是养护段退休工人的身份

和乐善好施的个人魅力，见他拦车，

一般驾驶员都愿意停。 遇到不想停

车时，他就会使出独门绝技：一边向

驾驶员挥手， 一边不停地向公路中

间走去，直把车子逼到公路边沿，司

机只能刹车。 他曾经用这独门绝技

为我拦过一次车。 这样拦车虽有效，

却太危险了。 所以这次我没有请他

帮忙，而是到龙场与同学汇合，一道

赶车前往学校。

或许是春节的缘故， 每一辆经

过龙场的客车都载满了人。 我们在

龙场街上拦了两天都没能踏上去安

龙的车，不得已，只好步行到卡子拦

车。 那里是由贵阳安顺往兴义兴仁

和安龙的必经之地， 如果愿意到兴

仁转车，机会就多得多。 有个同学带

着一个大木箱，箱子里塞满了物品，

相当沉重，好在我们都是农村孩子，

经常参加体力劳动，有不错的体力。

大家背着自己包袱的同时， 交换着

帮助抬那个大木箱。

走了一个多钟头才到卡子 ，累

得精疲力尽。 尽管正月间的气温还

比较寒冷， 但我们每个人的背心都

被汗水濡湿了。

果然， 经过卡子的客车比龙场

多多了，可是，我们一连拦了几辆车

都无果。 有的是已经坐满了人，有的

明显还有空位， 但不管我们怎样拼

命挥手，都毫不迟疑地扬长而去，只

给我们留下满身灰尘和一脸的无

奈。 我看见之前并不十分担心的另

外几个同学也变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了， 因为已经是报名注册的最后一

天了。 一个姓朱的同学算了一算，从

贵阳、 安顺到安龙的车次只有一辆

了， 而且都已经超过应该到的时间

了，或者是因为什么缘故不来了。 只

有选择到兴仁转车了。

没多久 ， 又来了一辆客车 ，是

安顺到兴仁的。 我们毫不迟疑地向

司机挥手，在路边等车的其他人也

努力地挥手。 客车靠右边慢慢停下

了。 我高兴中还饱含了感激之情 ，

终于遇到有良心的驾驶员了 ，拦了

这么多辆车，他是唯一停车载我们

的 。 为了对驾驶员表达感谢与敬

重，就特意看向他。 但是，这一看 ，

我的认知立即发生了改变———他

的目光完全没有光顾我们一下 ，而

是直勾勾盯住路边的那个牛肉摊 。

原来， 他停车并不全是为了我们 ，

而是为了买牛肉 ，要不是有人卖牛

肉， 或许他也和其他司机一样 ，不

理会我们。

福兮祸所伏， 也许我们就不应

该上这辆车。

刚出发大约半小时，就抛锚了。

是什么毛病我们不知道， 只知道又

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兴仁时已

经是下午五点过钟了， 从兴仁发往

安龙的最后一班车已经开走了。

这是报名注册的最后一天 ，今

天赶不到，就是没能按时报到！ 怎么

办啊？！我非常焦急。看看同学，个个

都愁容满面。

这时， 停车场里有几个人围着

一辆手扶拖拉机讲价钱， 他们要去

屯脚。 屯脚是兴仁去安龙的必经之

路。 我们赶紧凑上去，把我们的意思

说了， 希望司机能够在我们付费的

情况下送我们到安龙。

我没有抱任何希望 ，因为我们

才五个人 ，人数太少 ，给的路费自

然不多， 而且现在已经比较晚了 。

没想到司机竟然同意了 ，真是 “山

重水复疑无路 ， 柳暗花明又一村 ”

啊！ 我们的欢喜难以用语言表达 。

尽管到安龙时已经有些晚了 ，报名

注册已经结束 ，但是毕竟赶到了学

校 ，向班主任解释一下 ，应该会得

到理解的。

拖拉机突突突的冒着黑烟 ，嘶

鸣着向安龙方向奔驰着，灰尘、黑烟

混合着正月的寒风从我的脸上抚

过，我却没有感到多少寒意。

到了屯脚，那几个人下了车。 司

机让我们也下车，我们说要去安龙，

上车前说好的。 他不否认， 但是他

说：“车坏了，去不了啦，我也没有办

法。 ”我们伤心而又无可奈何地把行

李从车厢里搬下来。 其实不是车子

坏，而是司机不愿意去，因为我一点

也看不出车子哪里坏了， 就在停车

之前都还走得好好的。 可是，我们都

是涉世未深的学生， 没能力跟司机

理论。

就这样， 我们被无情地扔在了

屯脚的街头。

暮色已经降临， 傍晚的寒风刮

起的尘埃和纸屑，在街面上乱飞，寒

冷 和 饥 饿 把 我 们 包 裹 得 严 严 实

实———我们从出门的那一刻起 ，到

现在已经十来个小时没吃没喝了 。

此刻， 我们所担心的已经不是迟到

的问题， 而是如何解决今晚的安身

问题了。 在这举目无亲而又非常陌

生的小镇上， 如何熬过这寒风凛冽

的夜晚———既没有看见旅社， 也没

有住店的钱。 那时父母能够给我们

的钱少得可怜，交完学校的报名费，

基本就没有剩余了。 甚至在那时，我

还不知道出门可以花钱住旅社 ，因

为自从有记忆以来， 出门都是住在

亲戚家， 到贞丰考试的那几天也都

是住在亲戚家， 从来没有在外面住

过旅社，对于宾馆酒店，更是听都没

有听说过。

我把期望的目光投向他们四

人，他们也十分茫然，东张西望 ，一

言不发。

沉默了好一阵， 突然一个蒙姓

同学说：“我好像有个家族里的姑妈

在这里。 ”

“她叫什么名字 ？ 你姑爹姓什

么？ ”我们急切地问道。

“不知道，只知道好像有这样一

回事， 但是多年没有走动了， 叫什

么、姓什么我都不知道。 ”

刚燃起的一丝希望又破灭了！

夜色越来越浓了， 又冷又荒凉

的街上几乎看不见人， 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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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上下略显矮胖的妇女在扫街。 蒙

姓同学去向她打听姑妈的情况 ，我

留在大木箱边照看行李。

不知道蒙姓同学跟那个妇女说

了些什么，不一会，他竟然跟着她走

了，另外三个同学回来搬行李。

真是无巧不成书！

那个扫街的妇女竟然就是蒙姓

同学的堂姑妈。 她了解情况后，毫不

犹豫就把我们带到她家里。 看得出

这是一个干部职工的家庭， 因为农

民村的各种劳动工具和囤积粮食的

器物，这里都没有。

姑妈说是街上有人家办事 ，姑

父帮忙去了，只有她和女儿在家，女

儿放寒假回来，还没有开学，读的是

中国农业大学， 墙壁上挂着这所大

学的图片， 是两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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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的高楼。

看着挂图，我暗中羡慕不已。

进到屋里， 我顿时感到非常温

暖。 姑妈吩咐女儿倒热水给我们喝。

我接热水时，瞥见她高挑的身材，白

净稍瘦的脸，是个特别漂亮的姑娘，

油然而生敬佩感激之情。 在我们走

投无路的时候， 面对突然到来的五

个流落街头、叫花子一般的农村娃，

她们热情招待，言行上、神态上没有

一丝一毫的傲慢和鄙夷。

把我们安排坐到火炉边， 姑妈

转身就去刷锅洗菜， 开始为我们准

备晚饭。 大学生表姐也手脚不停地

帮忙。 几十分钟后，一盘盘菜肴次第

端上餐桌， 满屋飘溢的香气把早已

饥肠辘辘的我们熏得不停地往肚子

里咽口水。

就在马上要开饭的时候， 一声

响亮的汽车喇叭声破空而来，接着，

刺目的灯光穿透黑夜探向远处 ，竟

然是贵阳开往安龙的客车。 我们一

招手，他就停下了。 车里一个乘客都

没有， 只有许多高粱扫帚堆放在后

排的座位上。 原来这辆车在安顺坏

了，所以现在才来。

姑妈留我们吃完饭， 我们也非

常想吃，但司机等不了，只好依依不

舍地上车走了……

不了解过去的艰苦， 不会感受

到现在的幸福；不曾遭遇困难，不会

珍惜别人的帮助。 这段艰难而又美

好的旅程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成为

我真心向善的力量源泉。

记忆中的坛子

阿 瓦

周末与文友一同来到贞丰县挽澜镇的窑

上村。 村中的旧式陶窑据说是在古陶窑遗址

上建的。 这次，我们特意来参观“古法制陶”。

挽澜镇位于贞丰县城西南部，是一个汉、

布依、苗多民族聚居镇，矿产资源特别丰富，

仅陶土储量就有

1

亿多吨。 陶瓷始于洪武年

间“调北征南”时，距今已有

600

余年的历史，

主要生产青花陶瓷及生活用品，具有“贵州第

一陶”之称。

进村

500

米左右，就来到了窑上小学。 文

友向一个妇女打听陶瓷厂所在， 得知旧的陶

瓷厂已经废弃了，新的陶瓷厂在学校上面，但

是主人不在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带着遗

憾，我们打听旧陶瓷厂在哪里。 她说不远。 顺

着她手指的方向一看，陶瓷厂就在路坎下，一

眼便可望见一长排低矮、 破旧的老房子躺在

一片杂草丛中。 走下去，看到房子四周是用许

多大大小小的石头拌灰浆垒成的， 有些地方

已经风化，看来已经有不少年头了。 上面的石

棉瓦由几十根柱子支撑着已经倾斜， 一阵风

就刮得倒似的。

我们围着房子转了一圈， 石棉瓦下面堆

了许多干柴和杂物，出火口已经被封住了，石

头缝里生出杂草和青苔来， 看样子已经停用

很久了。 路两边重叠或并列站着许多口小肚

大下面稍细，外表镀了一层黄釉的陶罐，肩挨

着肩、头碰着头，像一群守卫古窑的士兵。

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人头顶发烫，

身上流汗。 在阳光的照耀下，陶罐有一种暖暖

的明媚， 土黄色的坛子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

发光，用手轻轻一拍还会发出响声。 坛子很大

很深，往里面一看，一只油蚱蜢跳在里面出不

来了，无论怎么努力往上爬，最后还是会掉下

来，但它始终没有放弃。 文友拔了一根茅草逗

弄它，一瞬间勾起了我的回忆。

记忆中，家里有许多坛子，大大小小的 ，

摆放在房间的各个角落。 坛子陪伴了家人好

多年，至今仍历历在目。 每个坛子里都盛放着

不同的东西，有的装酸辣椒、有的装甜酒、有

的装水豆豉、 有的装腌菜……其中有一个最

大的坛子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 它是家里

一直用来盛装猪油的。 当时吃的油大都是用

肥猪肉熬制的猪油。 盛上一坛子猪油，够一家

人吃上差不多一年呢。

可往往还没有过年坛子就空了———一坛

油吃光了，就要清洗坛子了，一般这样的活都

是母亲干的，她不要我们插手，怕我们不小心

把坛子摔坏了。 母亲先倒一壶开水进去，双手

拿着坛檐边轻轻轻轻地摇， 等里面凝固的油

被烫化。 再用温热水洗，用洗碗帕在坛子中搅

拌几分钟后再用清水清洗。 若还有有油脂，再

反复清洗，细致入微，像照顾小孩一样。 坛子

洗干净后，倒过来放在桌子上沥干水分，然后

才可以装油。

熬猪油也是一门技术活， 而剩下的猪油

渣可以用来炒菜。 猪油渣是一种很香的食物，

特别是带了一点瘦肉的猪油渣， 简直是我童

年的最爱。 每当熬油的时候，我就守在母亲身

旁。 看母亲在砧板上一刀刀地切肉。 肉不能切

得太小太薄，也不能切得太大太厚，要大小适

中。 切好后先要在大锅里放一点水，然后再放

肥肉，这样油才不会沾锅。 猪油熬好后，不要

立即把它舀入坛子，太烫坛子很容易炸裂。 要

等温度降低后，才能一勺一勺小心地舀进去，

动着要快要准，否则油就会洒出来。 因为天气

寒冷，猪油很快便凝固，凝固了的猪油雪白雪

白的，像奶油一样，可以储藏好几个月。

小时候最喜欢吃猪油加酱油拌饭， 舀一

碗热饭，挑一勺猪油，放几滴酱油，搅拌均匀，

很快就可以吃光一碗。 那时候家庭穷困，能吃

上猪油拌饭就已经很不错了。 而能有这种待

遇的人就只有我，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

什么好吃的都尽我。

至于家里那个装腌菜的坛子， 得归功于

勤劳的二姐，是她把大头菜从地里摘来，洗干

净，切好，晒干，然后放上盐揉搓很多遍后才

放进去的。 二姐把腌菜按紧， 然后才盖上盖

子，蒙上一层塑料布，捆扎得紧紧的，再用砖

头压着， 让它与空气隔绝———这样坛子里的

东西才不会坏。 她还一再强调，说不能用油筷

子去夹里面的腌菜，否则会全部烂掉。 用腌菜

吃稀饭，下面条都可以，非常爽口。

水豆豉是家庭必不可少的调料， 母亲做

的水豆豉特别好吃，黄澄澄的。 我们全家人都

爱吃，每顿必吃。 把黄豆煮熟以后，盖上棉被

发酵

(

防止水分散失

)

，等黄豆上面长出一层长

长的白毛后，放入盐和酒杀菌，再放些姜、花

椒、八角，然后把坛子密封好，过一段时间就

可以吃了。 大姐常说超市卖的水豆豉有防腐

剂，且没有母亲做的好吃，放心。 至今每年母

亲都要煮四坛水豆豉， 然后分给我们三姊妹

一家一坛。

秋天收玉米的时候， 母亲就会叫我们专

找一些嫩的玉米，连壳包好塞在坛子里面。 然

后把坛子密封好放在阴凉的地方， 到了冬天

再拿出来烧吃———把玉米壳叶剥了下来 ，玉

米和新鲜的差不多。 用煤火烤的玉米很香，很

有嚼劲。 常常没等烤好，就忍不住流口水。 烤

好后，迫不急待地啃着吃，吃完，往往手和脸

都变得黑乎乎了。

到了冬季，母亲就开始做甜酒了。 选择一

个密封良好的坛子，将坛子中的水分擦干净，

然后将糯米饭晾凉之后倒入坛子中， 再倒入

之前融化甜酒曲的温开水，用水抓匀，尽量让

米饭都沾上酒曲。 然后将坛子密封好，放在阴

凉处发酵，过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吃了。 在发

酵的过程当中，不能打开盖子。 母亲怕我们忍

不住打开，常常用稀泥巴敷在坛子口上。

甜酒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一种食物 ，放

学回来，我一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装甜

酒的坛子，舀两勺甜酒在碗里，加点温开水，

然后再放少量的白糖， 端起来就咕咕咕地一

口气喝完，味道甜甜的，吃了还想吃，至今记

忆犹新。 我想，即使若干年后，我也忘不了那

熟悉的味道。

几十年过去了， 如今坛子已经很少有人

用了，取而代之的是很多铝合金和塑料制品，

坛子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家里的坛子破

的破，扔的扔，已经了无踪迹，但那些装在坛

子里的食物和记忆，不仅是儿我时的印记，也

是一代人的记忆。

王家村的变迁

吴兴江

王家村是一个有八九十户人家的村落， 这里

四面环山，是一个名不见经转的典型山旮旯，当地

人称“磬头”。曾经，这里道路不通，水电不通，人们

生活十分艰难。

王家村的老屋都是倚山而建，一家紧靠一家。

许多年前，由于人们非常贫穷，建老屋时人们所用

的材料全是木头、 茅草———用木头做房子的主体

支架， 房顶和墙壁用茅草挡风遮雨； 地面全是泥

土，晴天满屋灰尘。 更老火的是，每年一遇到多雨

的季节，屋里总是被洪水淹没，水淹过后，满屋的

淤泥，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最怕的就是火灾，一旦着火就无法施救。有一年除

夕，由于人们燃放鞭炮不小心，王家村着火灾，整

个村子烧了整整一天一夜，全部变为灰烬，大年三

十夜啊！

后来， 国家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到户和改革开

放，勤劳的人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王家村经济

逐渐好转，家家户户都盖起了瓦房，地面用水泥浇

筑成水泥板———可是这水泥板会返潮， 天晴时间

长了下雨或下雨时间久了天晴都会返潮， 长期居

住易患风湿。 这不，王家村的老大爷、老大娘基本

都有风湿病。

再后来，随着南下打工热潮的兴起，王家村的

小伙子们纷纷外出务工，人们生活越来越好，家家

户户修建了石墙房子———房子用石头砌成， 墙面

用石灰粉刷，当时人们称作“洋式房子”。

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日益

富强，王家村通了公路、水、电。日益富裕的王家村

村民将曾经的“洋式房”拆掉，用砖修建了一幢幢

一二层的小平房，房屋门前、四周硬化绿化，有的

人家院子里还搭起葡萄架，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如今，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 国民生活奔小

康。党和政府动员王家村村民全部搬迁进城，免费

住进由党和政府出资修建的小区商品套房里。 房

屋建好，装修好；小区美化、绿化好，直接拎包入

住，让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