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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温暖的化身。”“他让很多人的世
界变得明亮。”

……
在云南，人们对德国医生夏爱克给出了这

样的“评语”。

140 头羊

“我们看着他很辛苦，但帮

助别人让他觉得快乐”

从鹤庆县城向大山深处进发，拦一辆拖拉
机，顺着几米宽的山路颠簸三个多小时，终于看
到了六合彝族乡河东村村委会的牌子。

从村委会向山对面望去，依稀可见一片散
落在山坡上的茅草房——— 那是一个叫三戈庄的
自然村，海拔 2700 米，不通水、不通路。从村委
会去三戈庄，只能靠双脚，先下河谷，再沿着 60
度的山坡往上爬，需要两个多小时。

这里是夏爱克“兼职扶贫”的地方。在鹤庆行
医时，这位德国大夫每月至少要在县城和三戈
庄之间往返一次。“进一次村，两腿都要发抖。”和
夏医生一起去过三戈庄的鹤庆县卫生局原副局
长杨万泉，回忆起这条山路，至今“心有余悸”。

三戈庄，是夏爱克特选的“扶贫点”。三戈庄所
在的河东村，是鹤庆县卫生局的扶贫点，一次夏
爱克随卫生局扶贫干部上山来到三戈庄，小山村
的贫困、闭塞与村民的朴实、热情，让他既震撼又
感动。那一刻，这个德国医生决定义务参加扶贫，

帮这里的白依人(彝族的分支)做点什么。

或许是不习惯买“看不到的东西”，虽然掏
的钱不多，三戈庄村民刚开始对参加新农合不
大积极。深知基层医疗服务体系重要性的夏爱
克，认为中国政府推广的新农合是大大的好事，
应动员农民参与。他的动员方式是与卫生局干
部们一起，帮三戈庄村民代缴第一年费用，一年
后他很开心地看到：尝到新农合甜头的村民，都
愿意自己缴费了。

字弄发，一位没读过书的三戈庄村民，从没
走出过云南大山，却和一个德国人成了好朋友。
夏爱克和字弄发的友情，缘于养羊。

山上草多，适合养羊，夏爱克想送羊上山扶
贫。但是，万一有农户不好好养，把羊吃掉或卖掉
怎么办？谨慎的夏爱克多方咨询，终于发现一个
好办法：借羊养羊，变输血为造血。他向德国朋友
求助筹钱，准备买 140头羊借给村民，4年后村民
再把羊如数还回来，其间出生的小羊归村民。

那段时间他天天骑自行车找羊，从一个村子
到另一个村子，打听谁要卖山羊。“我带着一小瓶
红色染料，选好了就在头上做个记号。每户农民
一般只有几只羊，但我需要 140只，比较麻烦、比
较累。”接受“微信采访”时，夏爱克向记者回忆。

羊送上山了，又遇到新问题。夏爱克了解到
村民冬天舍不得买饲料，咋办？他找资料自学
“青贮”方法，教给村民如何把夏草储存到冬天。
村里人大多没读过书，夏爱克靠画图讲解。

学“青贮”特别认真的字弄发，与夏爱克结
下友谊。十多年过去了，他家还在养羊，“青贮”
窖还在用。夏爱克借给字弄发的羊，4 年生了
36 头小羊，“每头养大能卖一千块钱”。

羊“吃”的问题解决了，又面临“喝”的难题。
事实上，大山上的三戈庄村民长期以来用水一
直都是难题。于是，夏爱克资助村民建水窖。为
快点建成，他每月至少进山一趟“督战”。

“坑挖好了吗？深度和宽度够不够？开始打
石头吗？石头够不够？开始砌砖吗？已经砌了几
层？”每次进村，夏爱克都挨家挨户问。

用一年多时间，夏爱克帮助“一袋水泥运上
山需要一整天”的三戈庄建成了 57 个水窖。

那些日子里，相比路上的累，对于一个德国
人来说，住宿更是考验。“床上铺着草垫，屋子下
边关着牲口，你在上边睡，牛啊羊啊毛驴啊就在
下边‘唱歌’。”去三戈庄扶过贫的鹤庆中医院医生
杨玉科，向记者描述夏爱克在三戈庄怎样住宿。

夏爱克不以为意，他喜欢体验“自然的、真
正的山区农民生活”。不过他低估了跳蚤和蚊虫
的“热情”，每次他都会被叮咬，最多的一次“被
咬了 200 个包”。

“我们看着他很辛苦，但帮助别人让他觉得
快乐，他帮助别人是发自内心的。就像他喜欢打
篮球，喜欢就去打。”红河一中英语老师董茜觉
得，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夏爱克来说，

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

建水人民医院 ICU 主任梁伟见识过夏爱
克的这种“本能”。有次他和夏医生走在路上，突
遇一老人倒地。离老人更近的梁伟还没反应过
来，夏爱克已经冲过去扶起老人。

有次手术，一个医生说了句“能培训一下腹
腔镜就好了”。没想到 3 个月后，夏爱克找到建
水人民医院妇科主任邱丽飞，说他已邀请了香
港等地专家来讲课。“专家们不但来了，知道我
们设备太旧，还带来新设备，现在我们还在用。”
邱丽飞说。

鹤庆云鹤镇中心小学副校长罗宴民一家和
夏爱克是好朋友。有次郊游，罗宴民随口说了句
“有时间去帮我们提高下英语”。10 天后，夏爱
克如约而至。

十六个字

“夏医生的所为和中国传
统文化的倡导同出一辙：莫言
人短，莫道己长，施恩勿讲，受
恩不忘”

夏爱克回到德国后，听云南朋友说红河阿
扎河乡山区有个失明女孩，十来岁还没读过书。
他想找一所特殊学校接收女孩，先后用微信向
红河一中老师董茜、建水建民中学校长刘红伟
求助，终于帮失明女孩进了特殊学校。

大学生杨小越赞叹：“夏老师以包容之心帮
助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不求整个世界因他改变，
只希望能用自己的能力对所及之处的人有所帮
助。”

不轻易放过每个助人机会的夏爱克，总是
出奇地“低调”，从来不为自己的困难求助他人。
建水人民医院神内主任申小茜说：“我们会主动
想他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如果我们想不到，那
他遇到困难可能就真没有人帮，因为他自己从
来不提。”

2008 年，三戈庄村民字弄发大儿媳的弟
弟，遇车祸被撞断腰椎，送到大理就医，但家里
交不起住院押金。夏爱克知道后，连夜从香港朋
友那里筹集两万块钱，第二天起大早坐客车把
钱送到大理，并跟医生沟通尽快手术。孩子术后
转到鹤庆医院，夏爱克又邀请加拿大康复治疗

师，做了一个月的无偿康复。
“夏医生说两万块钱不用还了，只要我们配

合他养好羊就行了。”字弄发说。
夏爱克没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儿。直到他

离开中国，大山之外，无人知晓。
“帮助了别人，他从来都不说。别人感谢他，

他说不要感谢我，以后帮助别人就可以了。”习
惯了夏爱克的“低调”，哈尼族孩子陆名灯感慨。

“夏医生的所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同
出一辙，建水古建里的四句古话，是对夏医生的
真实写照：莫言人短，莫道己长，施恩勿讲，受恩
不忘。”建水人民医院神内主任申小茜说：“我跟
他说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他也很喜欢。”

争做“夏医生”

“夏医生让我学会心里不

能只有自己，要知道帮助别人”

夏爱克在建水有群车友，有次他们去环湖
骑行。到宾馆后，大家东倒西歪休息时，夏爱克
拿出一个袋子，往垃圾箱里到倒空瓶子——— 都
是车友在路上随手丢的。

夏爱克有次要骑自行车去泰国看望儿女，
出发前，车友们去家里看他。告别时，夏爱克目
送大家离开，转身把别人乱扔的垃圾捡进垃圾
桶，然后把垃圾桶盖盖上。

“都是随手的动作，但对我们触动很大。”车
友雷昆说，后来他们去公路上骑行，遇见交通设
施被风吹倒，会停下来扶起。“不是什么轰轰烈
烈的事，但做的时候会想起夏医生。”

在中国 15 年，车友、医生、农民、老师、学
生，很多与夏爱克接触过的人，受到他帮助和关
心过的人，也不知不觉中受他影响而改变。“他
就像一个湖，包容别人，并且传递给你平和的能
量。”大学生杨小越这样“总结”夏爱克。

即使是最需要帮助的人，也在夏爱克影响
下力所能及去帮助他人。

在哈尼族孩子陆名灯眼里，夏爱克就像亲
人。从 13 岁开始，夏爱克在她身边扮演着亲人、
导师和朋友的多重角色。她总是说：“我不知道
怎么报答夏医生。”

从小经历不幸的陆名灯，曾想当公务员。夏
爱克问公务员是干什么的，又问陆名灯有没有

考虑过当医生？陆名灯说不喜欢药味儿。
跟夏爱克接触多了，陆名灯的想法变了，后

来她想学护理：“夏医生让我学会心里边不能只
有自己，要知道帮助别人。以后，我也要像他一
样去帮助更多的人。”

和陆名灯一样，很多孩子在夏爱克感染下，

选择“做一个像夏医生那样的人”。

建水中学生李正弈棋，读中学时经常跟夏
爱克学英语。两人都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经常一
起去访问古建。受夏爱克人格魅力感染，李正弈
棋高考后选择到湖南去学医。

红河中学生侬艳喜欢学英语，但家人希望
她学医，后来因为夏爱克，她接受家人要求。“现
在我很喜欢自己所学的东西，感觉很有意义。我
喜欢夏老师所做的事情，我想成为夏老师那样
的人，可能不会像他那样有大爱，但会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想跟着夏老
师的足迹走，即使很微小。”

把夏爱克视为心理导师的杨云，以前在基
层工作，工作负担很重，夏爱克总是鼓励她“坚
持，不要计较”。后来红河县人民医院招考护士，
招 4 人，42 人报名，夏爱克鼓励杨云参加考试，
最终杨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
受夏爱克资助的贫苦户字弄发说，夏医生给

他带来两个变化：“一是带来羊，告诉我怎么养羊；
二是让我明白不管条件怎么样，内心要快乐。夏医
生说没读过书没关系，人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被夏爱克影响和感染的，还有曾经的同事。
建水人民医院 ICU主任梁伟把夏爱克视为知己，
他现在会像夏爱克那样做一些义务培训，有时会
与同为医生的爱人马玲一起去孤儿院做义工。

陆名灯读高中后，假期和妹妹、同学三人在
建水打工，不能住学校宿舍。夏爱克知道后，给
建水人民医院申小茜联系，询问能不能帮 3 个
孩子找住处。后来申小茜让孩子住到自己家里，
夏爱克高兴地回复：“申主任，你是个天使！”

申小茜把夏爱克视为良师益友，受夏爱克感
染，她认为自己的思维也在成长。“没有接触他，我
不知道人还有那么宽广的胸怀。遇到夏老师，给
我很多力量。人家在中国奉献 15 年，我付出一点
有什么。以后，我想跟人合作做个临终关怀医院。”

申小茜对一个数据非常自豪：2016 年全国
共完成“溶栓”13800 例，作为一个县级医院，他
们去年做了 9 例。等过一段时间，她想办个培训
班，给乡镇医生讲讲“溶栓”。

被夏医生帮过的人，也想当“夏医生”
“当代白求恩”德国医生夏爱克云南扶贫记(扶贫助困篇)

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记者徐博、周
科)总量增幅 5 年来
首次扩大、回流本地
从业意愿增强、新生
代农民工占半壁江
山、从事三产比重上
升……国家统计局近
日公布的《2016 年农
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示出我国农民工群
体的新变化和新趋
势，也从侧面反映了
我国当前经济结构调
整和产业升级带来的
深刻社会影响。

农民工现

回流趋势

所谓农民工，是
指户籍仍在农村，在
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
外出从业 6 个月及以
上的劳动者。本地农
民工，是指在户籍所
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
的农民工。

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底，我国农民
工总量达到 28171 万
人 ，比 上 年 增 长
1 . 5%，增速比上年加
快 0 . 2 个百分点。

公开数据显示，
2010 年到 2015 年农
民工总量增速分别为
5 . 5%、4 . 4%、3 . 9%、
2 . 4%、1 . 9%、1 . 3%，
增速逐年回落的趋势
非常明显。从报告中
可以发现，农民工数
量增幅自 2011 年以
来出现首次扩大，且
呈现两大特点：

一是农民工总量
继续增加，但增量主
要来自本地农民工；
二是外出农民工增速
继续回落，跨省流动
农民工继续减少。

中央财经大学民
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永壮表示，从近年
来的农民工总量变化
可以看出，过去那种劳动力过剩的局面正在改变。

另外，农民工回流趋势明显，说明外出务工的性价
比越来越低。同时，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家乡对农民工的吸引
力越来越大。

曾经外出务工的湖北省武穴市龙坪镇向文村
村民郭永红，在该村棉花加工厂上班一年多了。
“在这里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月收入有 2000 多
块钱，还能照顾家里，比在外打工‘性价比’更高。”
郭永红的想法代表了很多农民工的意愿。

老龄化压力逐步显现

报告指出，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
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
的 49 . 7%。全部农民工中，仍以青壮年为主，但所
占比重继续下降。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平均年龄已从
2013 年的 35 . 5 岁、2014 年的 38 . 3 岁、2015 年
的 38 . 6 岁上升到 2016 年的 39 岁。

“劳动力老龄化将是未来的长期挑战。”李永
壮说，这些数据表明新增劳动力正在减少，农民工
老龄化开始抬头，老龄化压力逐步显现。

另一方面，从就业结构上看，尽管制造业和建
筑业仍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最大渠道，但比重下
降明显。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相比老一代农
民工，“80 后”、“90 后”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工作环
境、生活交际的要求更高，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
好的服务业更吸引他们。

从收入来看，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趋缓。

2016 年，农民工月均收入 3275 元，比上年增加
203 元，增长 6 . 6%，增速比上年回落 0 . 6 个百分
点。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6 年，我国农民
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为 14% 、9 . 8% 、7 . 2% 、
6 . 6%，增速连续四年回落。

就地区而言，本地和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
工，月均收入增长较快。在本地务工的农民工，月
均收入比外出务工农民工低 587 元，但增速比外
出务工农民工高 1 个百分点。

“从农民工月均收入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转型
和下行的巨大压力。”周天勇说，经济形势对一线
员工的影响最为直接，对农民工尤为如此。

人才战略要紧跟时代步伐

专家认为，我国农民工数量、结构、自身特点
等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
业升级的大背景下，人才培养政策和措施需要及
时跟上。

李永壮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初中及以
上学历，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可以采取函授、夜
校等多种形式进行培训，既能帮助他们提高就业
能力，又能解决当前技能人才不足等问题。

报告还指出，进城农民工的购房比例在提高。

在进城农民工中，租房居住的农民工占 62 . 4%，
比上年下降 2 . 4 个百分点。购房的农民工占
17 . 8%，比上年提高 0 . 5 个百分点。

1993 年出生的施锦亮从事房屋装修行业，一
年在全国多个城市奔波。“哪里有事做就去哪里，
工作场所不固定。马上要结婚了，我想多挣点钱买
一辆小轿车。”他说。

“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意愿强烈。”李永
壮认为，应结合城镇化这一契机，不仅要让他们就
近把钱挣了，还要改善就业环境和城镇公共服务
水平，保障农民工权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
表示，相关部门要根据农民工数量、质量和结构三
种指标加强分析，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新生
代农民工更好地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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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左：夏爱克经常到三戈庄检查羊，看到小羊很开心。上右：夏爱克在三戈庄帮助村民建水窖。下左：夏爱克带着兽医到三戈庄挨家挨户检查
羊。下中：夏爱克到三戈庄扶贫，遇到雨天，山路泥泞，比较危险。下右：夏爱克到三戈庄扶贫时睡过的床。（资料照片）

一段自由搏击选手“秒胜”太极拳师的视频
挑动了武林中人的敏感神经，一时间，江湖风起
云涌，隔空约战、剑拔弩张、围观者众。

一场看似无关紧要的输赢将传统武术推向
舆论风口浪尖。当然，一场胜负只是个人的胜
负，当事双方不能代表武术和自由搏击，两人的
输赢也无法说明武术和自由搏击的强弱。但由
视频引发的网络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次从
书斋走向擂台、从传说走向现实的穿越之旅，将
为中国武术提供重新审视自我、面向未来的契
机。如何破解“门里”与“门外”的关系，成为中国
武术人不得不面对的必答考题。

中国传统武术讲究流派师承，各门各派都有
各自的拳法刀理、范式风格和规矩方圆，这是武
术在漫长演绎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和传承肌理。能
够流传至今的门派，大多经过时间洗礼过滤，是
武术多元发展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瑰宝，其一招一式都凝聚了数代武术
家钻研悟习的心血，理应得到充分尊重。

然而 ，门派林立也产生了诸多消极影
响——— 故步自封、过度神秘、山头对峙、恶性竞
争等使武术界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在某些方面
甚至走进了“小胡同、死胡同”。一些习武者只顾
“门里的诗画盆栽”，不见“门外的雄川峻岭”；更
有甚者打着武术旗号，做起欺诈行骗的营生，借
武术之壳，谋一己之利，令武术界蒙羞。

关起门来内斗内耗正如江湖恩怨迭起、情
仇难辨，即使分出高下强弱，也对武术的当代发
展无所裨益。而打开大门、蹚出大道、拥抱大时
代，才是中国武术发展的根本所在。

长久以来，中国不乏有识之士为传统武术文
化的传承发展奔走呼吁，摒弃门户之见、走出牌
坊门楼、打通派系隔膜，其诚心可见可佩，但武术
要形成开放包容的发展态势，仍然路长道远。

摆在中国武术面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在尊重
传承武术精神的前提下，要处理好大众与小众、
台前与幕后、国内与国际、现在与未来等多重关
系。中国武术发展中面临的共识不足、步伐不快、

合力不强、开放不够等难题，需要尽快破解。

武术人对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之路有没有
清晰的判断？究竟该如何走，走到什么程度，有
没有取得共识的目标和路线图？中国武术在世
界到底处在怎样的地位？我们有没有抓住时机
阔步向前？方向亟待明确，路径亟待矫正。

中华武林向来不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和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在当今国际体育竞争
舞台上，各门派更要简化规程、共商标准、透明
运作，以让人看得懂、学得了、传得开的方式，推
动武术走向世界舞台，而门派罅隙、相互诋毁、
标准各异、自我欣赏是传统武术不能继续背负
的沉重包袱。武术人唯有携手方可共进、唯有开
放切磋才能形成共荣之势。

一段民间比武视频，捅破了一层窗纸，还要
打开一扇大门。从“门里”到“门外”，中国武术不
仅迎来一阵醒脑清风，同时迎来崭新的发展空
间。传统武术格斗的制胜功能将在竞赛表演产
业上找到充分展示、证明自我的平台和机会。武

术在坚持走向大众、去神秘化的过程中，必然不
断凝聚起文化自信的力量，在为人们强身健体
提供更多选项支撑的同时，绽放出它积淀了千
百年的文化魅力。

(记者郭奔胜、刘旸)新华社福州 5 月 3 日电

中国武术亟须打开大门拥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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