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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11 月 20 日电(记者杨喆)吃
着自来水，却要用两口缸——— 这种“奇葩”现象
背后隐藏着一些贫困地区长期饮水不安全的问
题。饮水不安全，脱贫就没指望。记者在黑龙江
省多地调查发现，随着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建设的不断深入，许多地区贫困人口正在摆脱
吃不上安全水的现状，脱贫有了“底气”，日子也
有了盼头。

吃着自来水却备两口缸

黑龙江省桦南县梨树乡永久村贫困户王子
良家里常备着两口大缸，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水
桶，都用来盛水。家里一拧水龙头就来水，为什
么还要用这么多的容器来盛水呢？

原来，虽然当地很早就通上了自来水，但水
质较差，铁锰含量超标，从水龙头中流出的水，

肉眼就可以看出漂浮着的油状物。像老王一样

的许多村民只好用两口缸接水，为的是“沉淀
沉淀杂质”。

王子良今年 65 岁了，在过去 30 年的时
间里，周而复始的接水、沉淀、刷缸，是他生活
中的一部分。即便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水
喝起来还是有异味。王子良说，这样的水，就
连衣服都难以洗干净。

水利扶贫解决“水贫困”

黑龙江省水利厅农村水利处工作人员焦
立学介绍，黑龙江省饮水不安全的最突出问
题是水质不达标。全省大部分地区存在铁锰
超标现象，严重地区甚至超标 100 多倍。因
此，黑龙江省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关键问题
是提高水质。

最近一些日子，王子良总要跑到村子里
的水利工程施工现场去看看。轰隆隆的铲车，

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都让王子良与村民们
期盼不已。

这是黑龙江省在各个贫困县开展的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今年，黑龙江省对
28 个贫困县共落实资金 16 . 35 亿元，力争在
年底前让永久村这样的数千个村屯 15 万贫
困人口吃上安全水。

黑龙江省绥滨县并不缺水。松花江流经
县城边，这里的大小村落都多少可以受到江
水的滋润，但地下水水质不安全的问题却曾
经很突出。

绥滨县自来水公司负责人姚可军介绍，
过去水厂一直采取普通的净化罐和一级曝气
等方法，净化效果不理想。现在经过投资改
造，采取二级过滤加二级曝气的方法改善水
质，经过卫计部门对 42 项指标进行检测，水
质完全达标，县城附近 15 个村屯群众由此都
可以喝上一杯放心水。

喝上放心水 脱贫底气足

除了水质，水量、取水方便程度以及保证
率均是农村饮水安全界定标准的组成部分。
以黑龙江省为例，每人每天获得 45 升水、人
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供水保证率
不低于 95% 全部满足方为饮水安全。

在黑龙江省绥滨县忠仁镇荣盛村，贫困
户吴文彬指着厨房里的自来水龙头告诉记
者，假如没有自来水，就只能靠室外手动压
水井来取水。在冬天，每次取完水还要把相
关零件拆下来，防止冻住，特别麻烦。现在吃
水的方便令吴文彬很满意。

吴文彬说，国家对贫困户有很多好政策，
现在包括饮水在内，吃穿住都没问题。没有了
后顾之忧，他打算明年多承包一些地，再打些
工，“日子慢慢过，脱贫我还是有信心的。”

“之前办过类似的事情，至少
需要半天时间。”日前，湖州市民
杨先生因一起债务纠纷到南浔区
人民法院提交诉讼材料，一个小
时不到便将所有手续办结，这让
他有点意外。

为杨先生实现快速立案的，
是南浔区法院新建立的诉讼服务
中心。8 月 15 日，该中心正式投
入使用，服务内容包括登记立案、
诉调对接、执行服务、投诉举报等
除庭审以外的所有功能。

院长沈舟平说：“诉讼服务中
心是我们围绕标准化、智能化、多
元化三大理念，探索实施‘最多跑
一次’改革的一次具体实践，通过
让服务奔跑起来，促进审判质效
和司法满意度同步提升。”

9 月 12 日，该中心接受了浙
江省高院首批“五星级”诉讼服务
中心考评，受到充分肯定。

精雕细琢打造服务标准

今年 5 月，区市场监管局发
布了由南浔区法院起草的全国首个诉讼服务地方标准———

《诉讼服务中心运行规范》。根据该标准，法院诉讼“最多跑
一次”各项要求被标准化。

走进诉讼服务中心，整个大厅内干净而又整洁，除了物
件的摆放，还有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服务用语等各项标准服
务行为要求。

导诉员小朱在上岗前，接受了为期半个月的专业培训，
培训的内容除了标准服务用语，还有站姿、坐姿等。

8 月，上级法院对该法院进行了暗访。期间，安排人故
意刁难，不明就里的小朱接待了这名难缠的“当事人”，“他
情绪很激动，在大厅里大声说话。”小朱挨了一通数落后，仍
耐心地跟他讲解，并带着他一步步办完了手续。暗访人员为
小朱及中心其他工作人员的耐心服务点了赞。

“出台标准，并严格按照标准办事，其根本落脚点是方
便当事人办事，以此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司法满意度。”该法
院班子希望通过先行先试，进一步总结经验、探索完善，力
争将诉讼服务中心的区级标准逐步上升为省级地方标准乃
至国家标准，为全国提供基层经验样板。

变“最多跑一次”为“一次不用跑”

日前，浙江浔溪律师事务所杨律师来到南浔区法院参
加开庭。就在几天前，他接到法官的电话，要求补齐另一起
房屋租赁纠纷的材料。趁着当天有案子来法院开庭，带上了
准备好的材料想一并处理，但当时承办法官不在，不过这难
不倒他——— 杨律师来到诉讼服务中心智能文件中转柜前，
通过手机登录将文件放入柜中，下午就接到了法官已收到
文件的短信。

“智能文件中转柜是我们的‘明星’设备。一般来说，法官
经常会外出，像杨律师遇到的情况也比较普遍，这台设备就
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微说，只
要带上手机，扫一扫二维码，输入身份证信息，文件入柜后
办案法官会即时收到短信提醒，取件后当事人也会收到短
信提醒。

运用信息化技术为群众带来方便的不仅是智能文件中
转柜。在诉讼服务中心，智能导诉员能给出大楼内任何地点
的最佳路径，自助服务终端设备可以无须取号排队完成立
案，智能导诉台具备诉讼引导、咨询接待、文件打印、电容笔
签字、材料扫描拷贝等众多功能……

除了诉讼服务中心便捷的线下服务，南浔区法院还将
诉讼服务延伸到线上，让群众足不出户办妥立案手续。近
日，李律师用手机登录“浙江法院律师服务平台”递交了立
案申请。10 分钟后，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便通过电脑
接收并审查了材料，在确认材料无误后，一条已成功立案的
提醒短信很快发到了他手机上。

通过运用信息化技术推行网上立案、跨域立案、延伸立
案等，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变“最多跑一次”
为“一次不用跑”，真正方便了群众，节省了时间。目前，该院
“最多跑一次”的案件立案达到 100% ，近 50% 的案件立案
“一次不用跑”。

调解“融”起来群众少奔波

最近，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微与南浔建材城商户联
合会共同成功调解了一起商品买卖合同纠纷。

不久前，当事人来到诉讼服务中心，要将南浔建材城一
商家告上法庭。吴微在了解后得知了事情原委：当事人到该
商家购买桌椅，因无暇取货，委托商家代为送货，但在送货
途中，送货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送货员电话告知当事人情况
后，随意将货物堆砌在当事人楼下，致货物丢失。了解事因
后，吴微向当事人从法律角度详细解释了这起纠纷的责任
归属，并与当事人一起前往南浔建材城，同商家心平气和地
协商此事。最终，在商户联合会负责人的共同劝说下，商家
愿意赔付一定费用给当事人。

“现在诉讼服务中心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诉前调解，让调
解工作‘跑’起来，就能让群众少跑法院，省去麻烦。”吴微告
诉记者，诉讼服务中心及 3 个法庭诉讼服务分中心已组建
了 5 个专职立案调解团队，在推行夜间调解值班制度和预
约制度的同时，积极把调解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为让群众只跑一地就能享受到多元化调解服务，南浔
区法院还力邀他人“加盟”。目前，“南浔老娘舅工作室”进驻
诉讼服务大厅，市保险行业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南浔调解
工作室在双林法庭诉讼服务分中心挂牌……今年以来，该
院共诉前调解 900 余件，达成调解协议 590 件，诉前化解率
达 15 . 3% ，列全市第一；立案调撤率 66 . 78% ，位居全省第
二。

2015 年，该院还推动成立了南浔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中心，让公安、司法、劳动人事等部门派员进驻中心参与纠
纷化解，诉讼服务中心也建立了专线对接、专人引导、专人
接待的协作机制，形成了让调解“融”起来、群众少奔波的服
务格局。目前，南浔区四成以上的民事纠纷在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中心得到化解。 (徐根红、陈栋、李则名)

别了，“吃着自来水还备两口缸”
黑龙江推进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解决“水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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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 11 月 20 日电(记者马俊、许
晋豫)眼下正是土豆集中上市的季节，在“中国
马铃薯之乡”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各大淀粉厂门
口停满了拉土豆的农用三轮车，企业正开足马
力生产，消化丰收的土豆。

“农民一般把 30% 到 40% 的土豆作为淀
粉薯卖给工厂，其余的窖藏作为菜薯卖。我们
每年收购马铃薯六七万吨，产 1 万多吨淀粉。”
宁夏向丰农牧公司董事长苏向丰说，除了卖淀
粉，他还把其中三分之一加工成粉丝、粉条和
粉皮。

固原市土豆种植面积约 170 万亩，六盘山
独特的“湿岛”效应为土豆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
境。“土豆每年为当地农民提供人均纯收入超过
800 元，淀粉产品还出口到中东、东南亚国家。”
固原市农牧局副局长杨自远说。

与其他淀粉厂老板不同的是，苏向丰从淀
粉加工延伸开来，向上向下与种薯种植、养牛、

有机肥加工、蔬菜种植等结合，积极为土豆寻
找绿色归宿。

苏向丰之所以这么做，原因是淀粉加工
过程中的废水难处理。每生产 1 吨淀粉要消
耗 7 吨水，再加上土豆自含水分，每年淀粉
生产季要排出大量废水，污染不容忽视。

经过几年的“环保战”，以往淀粉厂向河
沟乱排废水的现象被遏制，固原市 3000 多家
淀粉厂绝大部分被关停，现在只有 15 家上了
环保设施的企业被允许生产。

“我就一直在想，有什么办法既能避免污
染，还能吃干榨尽，让小土豆变成‘金豆豆’。”
苏向丰说，他首先想到的是把废水变成“肥
水”，在专家指导下，他们流转 2000 亩地探索
马铃薯淀粉加工废水还田。

“淀粉废水中的 COD(化学需氧量)无
法完全去除，经过 3 年的试验我们发现，
把淀粉废水中的 COD 经环保处理降低浓

度后，冬灌时用于灌溉，每亩控制在 50 立
方米，能起到抗旱增肥的功效。既不污染
土壤 ，又能把废水中的蛋白质转换成肥
料，节省不少种植成本。”苏向丰说。

除了废水，还有粉渣要利用。为此，宁
夏向丰农牧公司开始建设牧场，在流转的
土地上种玉米养牛，在饲料中掺粉渣给牛
吃。通过“借母产犊”“代养托管”等模式，公
司自养 5 0 0 头牛，“借”给农民基础母牛
200 多头，还在想办法带领村民不断扩大
牛群。

牛多了，苏向丰又打起了牛粪的主意，
试着建了一条有机肥生产线。通过添加菌
种、发酵、烘干变粪为宝，去年生产了 2000
吨，每吨能卖 1000 元，很受周边农民的欢
迎。

有了性价比高的有机肥，发展有机农业
就有了基础。宁夏向丰农牧公司建起了 20

多座蔬菜大棚，种植辣椒、西红柿、草莓等
有机农产品，由于蔬菜品质高，渐渐打开了
销路。

除了种菜，有机肥还被用于种植种薯。为
了种出更好的土豆，宁夏向丰农牧公司成立
了马铃薯种薯专业合作社，与周边 4 个村合
作，发展 2000 多亩种薯基地，每亩产值 3000
多元，带动 500 户农民脱贫致富。

以淀粉厂为中心上下通联，宁夏向丰农
牧公司为土豆找到了绿色的归宿，推动产业
向绿色发展。

“我们是一个坐落在西海固大山里的企
业，现在还只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雏形，
离四季皆可发展、生态绿色的产业联合体还
有不小距离。下一步，我们希望借牛产业发
展契机，打造休闲观光农业，在产业融合上
走得更远。”宁夏向丰农牧公司总经理徐金
国说。

吃干榨尽，一颗土豆的“绿色”产业链

中国篮协小篮球发展计划启动

▲ 11 月 20 日，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启动仪式上介绍小篮球规则。

当日，中国篮球协会在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中心小学举行小篮球发展计划暨小篮球联赛启动仪式，同时发布《小篮球规则》。在启
动仪式上，闵鹿蕾、张劲松、何军、霍楠、吉喆等五位教练员、运动员被授予“小篮球推广大使”。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被重新认识
与发现，11 月 18 日，新编越剧舞台剧《游子
吟》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隆重首演。

孟郊是德清孕育的大批文化名人之一，
现存的 500 多首诗歌和《游子吟》的创作故
事，足以流传千古。这次，德清联袂浙越以孟
郊的乐府诗《游子吟》为创作背景以及以孟郊
和母亲的故事为灵感，历时近三年反复推敲
打磨排练，最终顺利举行首演。这也将为德清
的文艺繁荣和提升“道德高地”的知名度美誉
度增添新的名片。

德清县主要负责人表示，这将会是一部
值得每位父母、孩子观看的传统戏。

新编越剧《游子吟》没有像其他名人
戏一样展现人生风光和伟世功绩，而是以
歌颂母爱的伟大，呼唤家庭美德和家教家
风传承作为重点。戏里的故事就好像发生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匠心独具可
以让每一位观众找到戏中的“我”，找到
情感的共鸣。

演出结束后，来自绍兴的大学生周棋、
张曼莎等纷纷表示，《游子吟》里面的孟母就
像是自己的妈妈，“以前妈妈天天打电话问
这问那，老是觉得她们很烦，有时还会耍耍
小脾气，现在想想有些后悔，以后要多理解
妈妈，感谢妈妈的关爱。”

导演杨小青表示，和现在的大多数孩
子一样，戏中的孟郊有着对美好前程的憧
憬，又有遭遇失败后的灰心和自我放纵，夹
杂着感情挫折带来的巨大痛苦。然而，在孟
母的鼓励和爱心的感化下，孟郊终能以一
颗感恩之心来回报母亲、妻子，用脍炙人口
的诗歌抒发爱国爱家的情怀。

该剧由中共德清县委、德清县人民政
府和浙江越剧团联合推出。据了解，本次首
演后，德清和浙越还将邀请崔伟、谢柏梁等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研讨，使新编
越剧《游子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提升。

(谢尚国)

新编越剧《游子吟》杭州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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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11 月 20
日电(记者牛少杰、王林园)
年销售无人机 200 多架、飞
防订单 160 多万亩、卖鲜桃
比市场价高出 6 毛多……这
些都出自河南省西华县电子
商务产业园。

近年来，西华县大力实
施乡村电商服务网点推广工
程，把电商和物流网点建设
到基层村镇，全县 450 个行
政村几乎实现电商网点的全
覆盖。

村民们看到了网购的便
利和实惠，现在不仅大部分
人学会了网购，而且也愿意
依托县电子商务产业园享受
实惠。记者在西华县迟营乡
采访，几位通过“村淘”购买
到廉价汽车的村民纷纷夸奖
村电商服务站。为村民网购
汽车的赵店村“村小二”张永
涛告诉记者，通过多位村民
申请、4S 店实地观摩、对比
各大网站报价，他们最终为
村民团购三辆汽车，比 4S
店便宜了 8000 元左右。

享受网购乐趣的同时，
不少村民摇身一变，从消费
者“变身”电商老板。当地种
桃大户和合胜说，通过电商
平台，他今年在网上卖了 10
余万斤鲜桃，每斤比市场价
高 6 毛多。

西华县是豫东地区的农
业大县，农副产品丰富，逍遥
镇胡辣汤料、黄桥大桃、赵庄
牛肉等众多名优特产颇有名
气。长期以来，苦于外销渠道
狭窄，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
未能转化成外销优势。

“在县电子商务产业园
的带动下，‘电商+土特产’为
当地群众打通了销售渠道，
带动农村‘全企入网’‘全民触
网’。目前，通过引导企业应
用电子商务，支持企业搭建
电商采购平台、开设网上商
城、开展网络零售，县内企业
加快转型升级。”西华县电子
商务产业园负责人胡永庆
说，依托县电子商务产业园，
政府正积极支持回乡大学
生、农民工等开办网店销售
农副产品，培育一大批电子
商务创业带头人。

据了解，目前西华县电
商从业人员达万余人，今年
前三季度线上交易额突破
1 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了

21 . 4%，全县社会消费品零销额 82 . 5 亿元，同
比增长了 12 . 1%。

西华县委书记林鸿嘉说，电商的引入不仅
带动了村民的消费，也增加了群众收入，二者相
得益彰促进了可持续发展，极大地盘活了县域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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