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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季，本是多肉植物的销售淡季。但在江西省贵溪市
欧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基地，每天仍有两大卡车的多肉
植物从这里运出，发往全国各地。

“去年 3 月基地投产以来，我们平均每天能收到 1000 多
单订单，销售额达到 2000 多万元。”基地负责人万四华告诉
记者，多肉的需求比较分散，但他们通过电商平台把这些分
散的需求聚合起来，也能形成庞大的商机。

十多年前，美国学者克里斯·安德森首次提出“长尾”的概
念，指出在互联网经济时代，许多不起眼的小宗商品也可汇聚
成与畅销品匹敌的市场。如今，在农业领域，就有许多和多肉
一样的小宗农产品都搭上了“互联网+”的高速列车，形成了可
观的“长尾”效益。

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32 岁的返乡创业青年阮薪让
记者见识了“长尾”效益的魅力。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在网上销售家电和保健品的他看到一位老人在路边摆摊卖

板栗却卖出不去，于是帮他在网上进行销售。没想到，几千
公斤板栗几天便销售一空，而且价格比在路边摆摊高出一
块多钱一斤。

这次经历让阮薪看到了商机：2012 年，他和其他人一起组
建了“赣农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卖起了峡江的土特产品。通
过这一平台，当地的杨梅、蜜橘、莲蓬、红薯、辣椒酱等 100 多种
一直处于小打小闹状态的原生态特色农产品成了热销品。

“想不到吧，去年，我们卖这些不起眼的土货销售额竟达
到 1200 多万元，是以前卖家电和保健品时的两倍多。”拿着厚
厚一沓快递单，阮薪兴奋地笑道。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往仅限于区域农贸市场内交
易的小宗农产品也将和大宗农产品一样，逐步实现“全球买”
“全球卖”，“长尾”效益将进一步凸显。

在江西永新县，记者听到了罗琼的故事：两年前，大学毕
业后的他回到家乡，成立了日永月新农产品电子商务合作社，
卖起了家乡的酱姜、狗肉、酱萝卜、橙皮、蜜茄等土特产品，并
深受消费者欢迎。但去年以来，合作社陆续收到了一些来自马
来西亚、美国等地的订单，这让罗琼倍感意外。

“他们订了水酒、陈皮、豆腐、熏牛肉、酱萝卜等，之后还多
次追加订单。”罗琼说，真没想到，通过电商，这些山沟沟里的
土特产品不仅能卖出大山，还能卖到国外。

一个个小宗农产品大卖的故事，让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
识到，今后应该是关注“长尾”、追求“长尾”效益的时代。

走进江西淘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只听到一片滴答敲击
键盘的忙碌声音。这家成立于 2013 年的电子商务公司是淘宝
“特色中国·江西馆”的运营方。

公司董事长张耀华告诉记者，2014 年开馆至今，江西馆
入驻的商户已从最初的 200 户增加到 2500 多户，增长 11 倍；
入驻的农特产品数量也从 300 多种增加到现在的 6000 多种，
增长近 20 倍；平台交易额更是突破了 20 亿元。

“这些入驻的商户以前大多都是小打小闹，没有什么名气
的；现在，通过电商平台，这些不起眼的小宗农产品也能形成
‘耀眼’的产值。”她说。

来自江西省商务部门的统计显示，2016 年，江西涉农电
商销售额达 323 . 7 亿元，增长 75 . 6%。根据规划，江西将继续
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步伐，力争到今年年底，实现农产品电
商交易额超过 500 亿元。

江西省商务厅厅长王水平说，当前，江西农产品网销增速
强劲，当地的茶叶、茶油、南丰蜜橘、广昌白莲、铜鼓竹制品等
均成为网络热销产品。在他看来，电商不仅重塑了农产品流通
模式，加速了城乡资源要素的流通和聚集，还为促进县域经济
转型、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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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宗农产品大卖，创“长尾”效益
现代农业观察

新华社武汉 7 月 16 日电(记者李劲峰)终于横渡完长江江
面水域，14 岁的程楷哲摘下泳镜，甩干水珠，腼腆地说：“实在
累，但也很爽。”即将读初二的程楷哲，不仅是 16 日横渡长江的
5000 多名挑战者之一，也是今年横渡长江中年龄最小的选手。

几乎每年的 7 月 16 日，都是江城武汉的欢庆节日。作为
我国全民游泳健身周主会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组队前来
挑战自我，包括奥运冠军在内的世界泳坛好手都曾争相体验，
让渡江节成为武汉的一张靓丽城市名片。

畅游长江：就像小鸟从鸟笼飞到天空

“游泳这项运动，各地方语言中都有不同表述，在武汉叫
‘玩水’，体现出武汉市民打心底对游泳，尤其是畅游长江的喜
爱。”武汉市游泳协会会长王武说，这种对在江水中游泳的喜
爱，源自于武汉的自然地貌与生活条件。

王武说，最初大量码头工人需要下水系解船只缆绳，或打
捞落水货物，游泳是他们的必备技能；生活在武汉“火炉”的居
民，过去自来水供应不足，下江游泳是他们洗澡、避暑的最佳
选择。

据武汉市游泳协会介绍，武汉市在 1956 年举行首届横渡
长江游泳竞赛，由此横渡长江就成为武汉市固定的一项群众
性活动。

自 1972 年首次横渡长江后，“老武汉”陈瞬念就痴迷上在
宽阔江面上劈波斩浪的痛快淋漓。尤其在退休后，他每年无论

冬夏，都要横渡长江上百次。
“横渡长江的核心是在大自然中挑战自我，大风浪中强健

体魄。”63 岁的陈瞬念说，过去横渡长江都是绑上个木桶或轮
胎，各个学校、工厂、机关都组成方队下水，由此结下很多兴趣
相同的游泳好友。他说：“游完长江后，很多习惯在泳池中游的
朋友，都会感慨自己像一只小鸟飞出鸟笼，翱翔在天空中。”

水急漩多：渡江是勇敢者的挑战

相对于泳池中的伸展身手，在流速超过每秒 1 米、充满各
种漩涡急流的长江中，要横渡过直线距离约 1 . 2 公里的江面
绝非易事。加上长江中游泳溺亡事故时有发生，让这项运动成
为“勇敢者的挑战”。

“此前就有外地游泳爱好者第一次来游长江，下水不久就
被水流冲回岸边。王武说，横渡长江不仅要有过硬的游泳技
能，更需要一些技巧才能安全、顺利完成。

基于安全考虑，组委会要求参加渡江节抢渡赛选手静水
400 米测试成绩不超过 6 分钟。群众横渡选手，泳池内测试
400 米蛙泳不能慢于 10 分钟，且参加方阵集体合练不能少于
8 次，增强团队互助配合度。

尽管参赛有门槛限制，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各地群众参与
的热情。有限的参赛名额中，外地游泳爱好者，甚至外国专业
选手数量越来越多。今年渡江节中，个人抢渡赛就有 12 名外
国运动员参赛，5000 人的群众横渡规模中，就有超过 2000 人

是外地选手。

渡江传承：亟待“长江后浪推前浪”

在长江江面，一览武汉“长江主轴”的两岸城区景观精华，
感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惬意，让武汉渡江节具
有独特的魅力与城市印记。然而这项传统群众活动，在新时期
也遇到不少挑战。

线路相对单一，安全保障限制导致参赛人数规模有限；独
生子女背景下，敢下长江的越来越少，横渡长江群众主体多是
老年人……一系列因素导致渡江节受关注度有所下降。

“武汉渡江节面临着重重挑战。”王武直言不讳，尤其是市
场化程度不高、基础设施不足、活动时间受限等因素，让这项
活动与当前体育产业发展和群众健身需求有所脱节。

为此，武汉市渡江节组委会，在今年首次启用电子芯片计
时系统，同时探索增加高校大学生横渡方队数量。从 2009 年
开始每年投入数百万元，武汉市由政府买单为中小学生提供
暑期免费游泳服务；安排专业教练每年为 2000 名青少年免费
培训游泳技能，培育游泳运动后备群体。

武汉市体育局局长王沈顺说，武汉渡江节组织者将借助
专业机构对横渡长江的基础设施、路线设置、办赛方式等方面
进行系统规划，增强横渡长江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让渡江节
这张城市靓丽名片在“长江后浪推前浪”中，更好地发挥带动
全民健身、凝聚城市精神的作用。

新华社南宁 7 月 16 日电(记者唐荣桂)记者从广西壮
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了解到，广西近日出台《广
西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实施方案》，将分批分类对农
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患者开展大病集中专项救治，全面推
进健康扶贫工作。

根据方案，2017 年，广西将对核实核准的患有儿童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儿童先天性
心脏房间隔缺损、儿童先天性心脏室间隔缺损、食管癌、胃
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期肾病等国家规定的 9种大病和白
内障的贫困人口开展集中救治，同步开展其他病种救治工
作；2018 年底，基本完成 9种国家规定的大病和白内障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的救治任务，集中救治覆盖农村贫困人口；
2020 年，基本完成核实核准患有各种致贫大病农村贫困人
口的集中救治工作，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应治尽治。

方案要求，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收集贫困患者的
健康信息，建立救治台账；除儿童先心病、儿童白血病定点
医院由自治区确定外，其余病种由各市卫计委确定，及时公
布区域内定点医院名单，公开定点医院联系方式，方便本区
域内患者就诊；对已核准需住院治疗的大病患者，签约医生
或医生团队联系定点医院进行治疗。

据介绍，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贫困人口，
在统筹区域内及经转诊批准到统筹区域外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发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提
高 5个百分点；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 50%，报销比例提高
10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治疗医保目录范围内药品费用需占药品总费用 95%
以上。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贫困住院患者，持
医保卡、有效身份证件和扶贫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或民
政部门出具的低保、特困等相关证明(证件)在县域内医疗
机构办理入院手续，并与医疗机构签订《“先诊疗、后付费”
住院费用结算协议书》后，不用交纳住院押金，可直接住院
治疗。

武汉渡江节：“玩水”玩出的城市名片

山村农妇变身民宿大管家
▲ 7 月 14 日，在德清县“涧栖客栈”民宿，曹水英（右

一）在回答前来考察乡村旅游的西安一家旅游企业员工提
出的问题。

炎炎夏日，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麓的“涧栖客栈”民宿迎
来了全年最忙碌的季节。避暑客人源源不断，食宿营业天天
红火，让 63 岁的民宿大管家曹水英喜上眉梢却又应接不暇，
每天都要从天亮忙到深夜。

10 多年前，曹水英世代务农的德清县莫干山镇劳岭村
还是当地闻名的穷山村，许多青壮年村民纷纷进城打工。浙
江“美丽乡村”建设带动了当地的乡村旅游和民宿经济。2016
年 7 月，青山环抱中的“涧栖客栈”开门迎客，这是由曹水英
的女儿和女婿将自家农房改装的一家乡村度假民宿。平日，

小两口外出上班，曹水英不仅“管家”，还要管待客、烹饪、
保洁……而在节假日，全家人总是忙得不亦乐乎。

曹水英曾在德清县的两家高端民宿做过 6 年服务
员。当时，她一边埋头苦干，一边悄悄留神大厨掌勺和待
客之道，并悟出了“和气生财”的开店秘诀。“涧栖客栈”的
生意风生水起，曹水英说，开张一年来，仅有 7 房 12 个床
位的客栈已盈利 50 多万元，平均每张床创收 4 万多元！

近年来，德清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努力将当地“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建设
“金山银山”的现实生产力。据统计，该县 2017 年上半年
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318 . 5 万人次，营业收入 8 . 92 亿元。

新华社记者谭进摄

对农村贫困大病患者

广西将集中专项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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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之源当了特邀法官？”
“去年年底当的，前段还上了

电视。”
盛夏暑气逼人，樟树下凉风

习习。水南村几名妇女坐在树荫
下的桥栏边纳凉，有的和路过的
法官攀谈起来。

丁之源今年 65 岁，江西省抚
州市乐安县牛田镇水南村村民。
老丁的本职工作是乐安县人民法
院流坑旅游法庭保安，由于常年
在法庭工作，还时常旁听案件审
理，耳濡目染，对基层法庭工作的
了解日渐增多。

丁之源清晰地记得，2016 年
年底，流坑旅游法庭庭长戴羽飞
找自己谈话，说有意聘请他担任
“特邀法官”，征求他的意见，“主
要开展协助送达、协助调解、协助
执行、委托送达和委托调解工
作。”

老丁知道，这是院里对自己
的信任。于是，他郑重地点了点
头，答应了。2016 年 12 月 8 日，
丁之源拿到了乐安县人民法院颁
发的聘书，成为全县 206 名“特邀
法官”之一。

其实，设立“特邀法官”背后
有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

乐安县是国定贫困县，人口
居住分散、交通欠发达等因素长期制约着审判执行的顺利
开展，突出表现在诉讼成本高、案件送达难、执行难问题严
峻，群众法治意识欠缺、农村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影响审判
效果。

“当前，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能力的局限性和案件
的复杂性、高发性矛盾突出。”在乐安县人民法院院长张诚
看来，“员额制”改革背景下，办案法官人数减少，法院借助
外部力量缓解法官办案压力成为必须之选。

为此，乐安县人民法院开始探索“法通村”工程，在各个
村推优聘请“特邀法官”，将送达、调解等司法非核心职能让
基层法官与基层组织共同承担；制定“特邀法官”选任、培训、
奖惩考核、退出等机制，并将其纳入综治考核以调动乡镇的
积极性。

“我每个月都要接好几个单子，基本都是婚姻纠纷、土
地纠纷、债务纠纷的案子。”丁之源成为“特邀法官”后，每个
季度还要到县法院参加法律知识培训，从接案、调解、签字
确认到记录备案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定。

为提高“特邀法官”履职的积极性，乐安县人民法院专
门出台了一套补助标准：协助送达、协助调解、协助执行等
工作每次 30 元；受委托送达每次 40 元，受委托调解每次
60 元；调解成功及协助执行完毕的，另外给予奖励。

“‘特邀法官’威望高、情况熟，由他们协助送达、调解，节
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戴羽飞说。

乐安县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约 1500 起案件，其中由基层
法庭负责的案件近 500件，需要“特邀法官”协助的案件达
300件。

随着“特邀法官”名号越来越响，村民时常上门找老丁
咨询相关法律问题。“有的村民不知道打官司的流程，我就
会向他们介绍从写诉状到法院立案、法庭审理等一系列环
节。”自从当了“特邀法官”，丁之源不断给自己“充电”，床边
还放着一些普法类的书，有了时间就翻翻看。

如今，乐安县人民法院通过法官和“特邀法官”结对辅
导培训，延伸司法服务，方便了群众参与诉讼，还增强了群
众的法律意识。“‘特邀法官’协助法官调解、送达、执行，不仅
能缓解员额制改革背景下法院办案的压力，更能让基层法
院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张诚说。

今年 3 月，丁之源当选为乐安县人民法院“十佳特邀法
官”。 (记者赖星)新华社南昌 7 月 16 日电

砥砺奋进的五年
法 治 中 国

刘云山对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上接 1 版）访问期间，张德江与中波友好人士举行座
谈。在听取了 13 名代表发言后，他高度赞赏大家为推动中
波友好作出的贡献，强调中波传统友谊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坚
实基础，希望大家继续当好友好使者，壮大中波友好力量。
张德江还出席了中国-波兰“一带一路”暨物流基础设施投
资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在小波兰省访问期间，他会见了波兰
众议院副议长泰尔莱茨基和小波兰省省督齐维克。

张德江夫人辛树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王晨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张德江对波兰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上接 1 版）德拉格内亚和中东欧国家政党代表在致辞中
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 21世纪
最重要的发展战略。支持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中东欧 16
国主要政党的政治决定，希望通过党际交流和对话，引领各界
深刻认识这一倡议对本地区发展的战略意义，把“16+1 合作”
提升到新高度。

中国和中东欧 16 国的 30 多个政党的 200 多名代表以及
地方政府、企业代表等 600余人参会。会前，刘云山参观了“一
带一路”建设图片展和地方政府推介展。

访问期间，刘云山考察了有关中资企业，并赴康斯坦察访
问，会见了罗社民党地方组织负责人。

二战援华美国老兵后人

向建川博物馆捐赠文物

新华社南京 7 月 16 日电(记者陈刚、郑生竹)16 日 4时
左右，江苏常熟虞山镇漕泾 2 区 74 幢发生火灾，造成 22 死 3
伤。经公安部门调查取证，这是一起纵火案，嫌疑人姜某某已
被抓获。

16 日 4时 29 分，常熟公安部门接到群众报警，称虞山镇
漕泾新村二区 74 幢发生火灾。119指挥中心立即调集 14 辆消
防车，71 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处置，5时 28 分大火被扑灭。

事发地为一处城市居民出租商品房屋，系江苏四阿哥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租住的员工宿舍。起火建筑为两层带阁楼砖

混结构，建筑面积约 200 平方米，过火面积约 200 平方米。
经调查核实，事发时该房屋内共住有 29 人。经对现场彻底
清理，确认死亡 22 人。3 位伤者均为轻伤，无生命危险。

火灾发生后，江苏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与公安部领导
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和处置，苏州市、常熟市立即成立了应急
处置领导小组，组成现场搜救、医疗救治、原因调查、善后处
置、舆情发布等工作小组，还成立了 24个由司法、民政、社
区、心理疏导专业人员等组成的善后处置工作小组，“一对
一”做好死者和伤者家属的接待安抚工作。

常熟“7·16”火灾为纵火案，嫌疑人已被抓获

据新华社成都 7 月 16 日电(记者叶含勇、李力可)16 日
下午，已故援华美国老兵雷克斯·詹姆斯·贝茨抗战文物捐赠
仪式在四川建川博物馆举行。专程从美国赶来的雷克斯·贝
茨将父亲的 7件遗物捐赠给建川博物馆，希望人们通过这些
藏品了解二战背后那些英雄，了解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那段历史。

雷克斯·贝茨现场展示的遗物包括一张 1 美元夏威夷纸
币、二战期间父亲随身携带的地图、物资奇缺时期祖母购买
面粉等生活必需品的“粮票”等。

据介绍，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其时正在上大
学的雷克斯·詹姆斯·贝茨加入美国空军，成为第 55 气象侦
察中队的一员。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但是又很重要的工作。”雷克斯·贝茨
说，父亲一般是清晨 4 点出发，次日凌晨 2 点返回基地。22 小
时均单机长途飞行，没有护航，“机组人员都紧张忙碌着，前后
机枪手要密切注意附近可能出现的日本军机，气象人员则忙
着在低飞到 300英尺高度时施放海上浮标测量风向、风速等
气象参数，并注意云层形状、高度及台风的形成等，以给军队
提供作战所必需的气象资料”。

一次在中国境内日占区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时，第 55 气
象侦察中队的飞机遭到了日军列车上的防空机枪的射击，一
名气象人员中弹牺牲。雷克斯·贝茨拿起那张 1 美元纸币说，
上面有父亲 8 位同事的签名，其中两位已在二战期间去世。

雷克斯·贝茨的好友、美籍华裔收藏家陈守仁说，老贝茨
一直将这张纸币放在钱包里随身带着，直到 2016 年去世，“第
55 气象侦察中队的故事鲜为人知，这些藏品记录了二战中那
些英雄以及中美两国共同抗战的历史”。

“特邀法官”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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