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新安县城区中心广场的公共厕所（2 月 6 日摄）。

新华社记者顾立林摄

零下 40 °C 空气的味道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8 日电(记者王
春雨、马晓成、齐泓鑫)零下 40 多摄氏度
的空气是什么味道？养路工王庆武说，有
点甜。

穿着橘色工装的王庆武，工作生活
在被称为中国“北极”的黑龙江省漠河
县，是县公路管理站沥青段的养护班长。
他和工友们养护的公路，连通着中国“北
极”和外面的世界。

都说东北冷，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
东北最北的地方会冷到什么程度：加油
机被冻住喷不出油，温度计被冻破，签字
笔写不出字，空气被冻成霜……

王庆武太熟悉零下 40 多摄氏度的
感觉了。大兴安岭地区冻土层多，温度越
低，冻土对道路产生的影响就越严重。一

到冷天，养护工就忙得停不下来。
这是中国“北极”冬日里一个普通

的早晨，星辰还依稀可见，王庆武和一
队养路工人已经装好了镐、锹，他们要
到距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省道——— 通往
北极村的必经之路上除“冰包”。

到了作业地点，天已经亮了。大兴
安岭冬季的日照时间短，王庆武和工
友们抡起镐，向“冰包”刨了过去。几个
人忙活了一阵，刨了一人多深的冰，终
于看到了流水。

“冰包”是养路工人对冰湖的俗
称，每当冬季来临，公路旁泉水涌出被
低温“速冻”，一层一层的盖在路面上，
严重威胁行车安全。为了保障道路畅
通，养路工人们得不断除冰湖。

没过多久，王庆武的帽子上、睫毛
上都挂了霜，一缕缕白气，随着呼吸而
升起。

“外边冷，干活就热乎了。”王
庆武常说：“看着过往车辆安全行
驶，心里甜丝丝的。”这也许是为什
么在他看来，零下 40 多摄氏度的空
气依然“有点甜”。

野外作业时常吃不上热乎饭。抽
着空啃点凉面包，喝口水，一顿午饭就
结束了。水要是冻上了咋办？“就捧一
把雪塞嘴里，就当喝矿泉水了”。

见缝插针吃了口饭后，王庆武和
工友们又去干活了。几乎用了一个白
天的时间，他们才把这个 100 多米长
的冰湖除完。

收工时，天色已大暗。顶着星星出
门，王庆武和工友们又披着月色回家。
“明天还要撒炉灰，做道路防滑工作。”
王庆武说。

随着公路建设、养护力度的加大，
大兴安岭地区的偏远村镇都通上了
路。道路条件改善，让更多的外地游客
的来到中国“北极”。

在漠河县北极镇北红村经营农家
乐的薛铃，又在村口迎来了一批安徽
游客，农家小院又住满了。薛铃说：“路
修好了，这两年自驾游客越来越多，最
远还有从广东来的。”
“要是路不好走，我们可能一辈子也

不会到中国‘北极’。”游客黄旭鹏说。
北红村党支部书记赵民兴说，全

村 5 2 5 人，现已开起了 6 7 家农家
乐。去年人均收入两万多元，一大半
靠旅游。

漠河县公路交通系统共有 110 名
养护工人，他们养护着林区道路
1375 . 7 公里，保障着 6 个乡镇和 7 个
行政村百姓的出行安全。

▲ 1 月 26 日，漠河县农村公路管理站路政养护股股长
张海龙冒着严寒检查公路情况。 新华社记者王凯摄

新华社杭州 2 月 8 日电(记者方问
禹)“湖羊出场价 14 块钱一斤， 100
斤的活羊卖 1400 元；自己屠宰，一斤
湖羊肉 25 块钱，能卖 1800 多元，这
是搞二产；如果烧好了直接上餐桌，
能做 36 份、卖 3000 多块钱，一头羊
卖出了两头羊的价钱，这就叫三产融
合……”

春节临近，浙江湖州市的养殖户们
不敢懈怠，他们来到湖州咩咩羊牧业有
限公司的湖羊养殖场内，专心致志听项
继忠讲农业“三产融合”。家庭农场主、湖
羊养殖户费明锋说，“项专家”的课，听了
最管用。

项继忠可是实打实的专家。近日浙
江省农业厅、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公布 2017 年农业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的评审结果，49 位新型职业
农民评上高级职称。项继忠获评了“高级
畜牧师”，相当于教授级。

“把理念掰开来、揉碎了，再讲
给养殖户听，课堂上才能留得住
人。”对于讲课，项继忠并不陌生，
他的养殖场是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实习教学基地、湖州农民学院大学生
创业基地、浙江省“美丽生态牧
场”，也是他讲养殖技术、生态理
念、产业发展的课堂，前来学习的大
学生和养殖户络绎不绝。

因为湖羊养殖事业出色，项继忠经
常到全国各地交流上课。“但我只是一个

养羊的农民，技术含量再高、讲得再精
彩，都没有衡量和认证的，总不能以羊
的存栏量来算吧。”项继忠坦言，“高级
畜牧师”这个职称认证，让他觉得做农
民照样可以很体面。

四十公里开外，另一个“农民教
授”的养殖场里也暖意融融。

湖州市长兴县前几天遭遇持续降
雪天气，超过 40 厘米的积雪让当地养
蜂的农民受到损失。长兴县蜂业协会
启动应急机制，将 5 万多元风险救助
金交到 37 户蜂农手中，救助仪式就设
在长兴意蜂蜂业科技有限公司。

“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把长兴蜂
业做大做强。”说话的是长兴蜂业协会
会长、长兴意蜂蜂业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邱汝民。他也是“高级畜牧师”，
持有高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

与蜂农一一作别，邱汝民搬着椅
子挪坐过来，对记者回忆起了他 34 年
来养蜂的故事。

1984 年，邱汝民辞去民办老师教

职、开始学养蜂。当年蜂王浆产量极低、
一箱蜜蜂每 72 个小时只能取 10-15
克，因而市场价高。那些年“追花”放蜂，
邱汝民要辗转七八个省份，从浙江到江
苏、河南，再到甘肃、宁夏、青海，然后绕
回江西、浙江，个中艰辛旁人难以体会。

能不能培育一个高产蜂种？邱汝
民开始琢磨蜜蜂育种。

经过数年摸索，邱汝民培育的意
蜂蜂种，一箱蜜蜂每 72 个小时蜂王浆
产量达到 370 克、是此前的 20 多倍。
这一成果经浙江大学、浙江省农业厅
专家认证，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这也开启了邱汝民从生产到研究
的转变。抽动式采浆技术、室内养蜂、
宠物养蜂…… 30 多年来，邱汝民获得
发明专利 61项，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养
蜂专家。

“政府的肯定，给了我新的使
命。”邱汝民说，高级职称的农民专家
更要服务广大农户，他将更好发挥
“传帮带”作用、做好两件事情：一是
办好长兴蜂业协会，二是把多年积累
的养蜂技术、育种技术、生产技术编
成一本书传承开来。

记者了解到，近年浙江多地采取
措施发挥农业带头人作用，比如长兴
县在多个行业评选“农村实用人才带
头人”，每月发放补贴 500 元。邱汝民
说：“政府给我 500 块钱补贴，我起码
要做 5000 块钱的贡献！”

“农民教授”现场授课
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8 日电(记者

丁铭、李云平、魏婧宇)清早，宋国功推门
进入村部办公室，室内的热气扑面而来，
模糊了他的眼镜，随热气一块涌向他的
还有早已等候在办公室的村民们。

“宋书记，新一年的小米订单啥时候
签呀？”

“宋书记，我今年想扩大种植面积，
能行吗？”

“我们不是贫困户，能种订单谷子吗？”
村民们将正在擦眼镜的宋国功拉到

火炉旁，你一言我一语地问道。
宋国功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

旗四家子镇林家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
村民们私下里都叫他“小米书记”，关于
小米的大事小事都爱找他。“宋书记卖小
米可有一套了，把村里的小米从 3 块 5
卖到了 9 块钱。”村民们说。

3 年前，小米在林家地村村民眼中，
还只是填饱肚子的口粮，和脱贫致富沾
不上一点关系。“我家的谷子年景好的时
候一亩地收 800 来斤，能卖 400 多块钱；
年景不好的时候收个 200 来斤，上不了
成色、没人收，只能自家留着吃。”贫困户
辛长学说。

宋国功 2015 年到林家地村驻村扶
贫后，发现村里最适合种植谷子，而且人
人会种，有种植的传统。他在北京的农贸
市场考察时，看到绿色有机小米一斤能
卖 20 多元，于是萌发了将小米作为村里
脱贫主打产品的念头。

习惯了小米价贱的村民们，听说
驻村第一书记准备通过卖小米带领大
家致富，都摆着手连说不可能。

宋国功意识到，对于世代耕种的
村民来说，种谷子难不倒他们，难的是
小米卖不上价：辛苦一年到头来却挣
不上钱。扶贫产业需要和市场对接，在
市场中实现价值。他开始进京入津，为
林家地村小米跑市场。

一开始，宋国功带了几袋林家地
村的小米来到北京，想成为大超市或
企业食堂的供应商。但是初来乍到的
他找不到销售门路，一家一家超市上
门推销，却频频被拒。眼看出来已经半
个月，但是一袋小米也没有卖出去，宋
国功想着必须要换个法子。

他不断发动身边的朋友帮忙，托朋
友联系市场。“扶贫是全社会的事，大家
能帮的都乐意帮一把。”终于，他联系到
一位在企业工作的老同学，老同学将林
家地村的小米推荐给了单位食堂。

2017 年 3 月，这家企业和林家地

村签订了绿色谷子供销协议。随后，村
党支部又和贫困户签订了保价回收协
议，由村里统一提供种子肥料，产出的
小米保价收购，打消了村民们“小米贱
卖”的担忧。

3 个月后，林家地村 50 亩绿色有
机谷子开犁播种。种了一辈子谷子的
辛长学发现，这次的种法和以前大不
一样，“化肥换成有机肥，除草杀虫靠
人工，绿色种植出力多。”村民们开玩
笑说，以前“种子一撒、农药一打、秋后
一收、劳动不愁”的“懒汉种法”现在不
管用了，种谷子也要精细化。

新方法种出的谷子虽然亩产 500
多斤，比上化肥的地收成少，但是产出
的小米品质高，每斤能卖到 9 元钱，每
亩地纯收入 1500 元以上，是原来的三
四倍，甚至更多。包括辛长学在内的首
批参与种植的 12 个贫困户纯收入共
有 78324 元，当年全部脱贫。

听说过了年又要开始签订新一年
的小米订单，村民们一大早就赶来找宋
国功咨询。辛长学 2017 年靠种小米赚
了钱，新的一年想扩大种植面积；村民
杨志勇 2017 年还持观望态度，今年也
想积极加入；也有村民担心客户收购量
有限，种谷子的人多了会不会跌价。

宋国功笑哈哈地说：“我们今年又
联系到 2 个企业食堂和 1 个超市，过
完年就能签协议了，大家放心种，销路
不用愁，我继续给大家卖小米。”

“小米书记”卖米有方

据新华社银川 2 月 7 日电(记者许晋
豫、杨泽)年关将近，在宁夏银川市的一个
十字路口，每天早晨都会有一群身着厚重
棉服的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一旁三轮摩
托车挂着“木工吊顶、定制家具”等字样的
纸板则说明了他们“揽工汉”的身份。说起
过去的一年，他们有喜，有忧，有期盼。

来自宁夏隆德县的王克勤在银川市
打拼将近 20 年，电动车前别着的滚刷说
明他是个粉刷工，也正是靠着这把滚刷，
他供出了自家两个大学生。过去一年，王
克勤跟着装修队、靠着熟人，收入在六七
万元，这样的收入在宁夏山区农村已是
十分可观。

“想过上好生活，最终要靠自己努
力。我们家在山区，种地没收成，只好出
来打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够走
出大山，现在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王
克勤笑着说。

这个不起眼的十字路口不仅是劳务
市场，更是农民工群体就业的“微缩盆
景”，汇聚了不少农民工的“创业史”。

“2017 年 5 月至 11 月份的每天早

晨，都有好几百人聚在这里找工作，来
这里的大多是庄稼人，部分人初来乍
到一时找不到工作，这并不新鲜。出门
在外谁都不容易。”廉价招待所老板李
柏林见证了“揽工汉”们的苦辣酸甜。

在李柏林看来，“揽工汉”最怕的就
是没活干。尤其是近几年，建筑及房地
产行业不景气对“揽工汉”造成了不小
的影响。之前行情好的时候，像王克勤
这样的熟练工人年收入在 10 万元左
右，而这样的好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
了。王克勤告诉记者，房地产不景气，家
装行业也受到了影响，2017 年的活儿
比往年少了三分之一。

除了工作减少，欠薪也让“揽工
汉”们头痛不已。来自甘肃平凉市的唐
厚生是木匠出身，奋斗多年，他成立了
装修工程队，还在银川市贺兰县买了
房。即使到了年底的淡季，忙活了一年
的唐厚生也不舍得歇着，一早便开着
三轮摩托过来碰运气。

“因为工程大多没有合同，拖欠工
资便时有发生。我们有时要为一点工
钱跑好多趟。”唐厚生说。

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
家庭背景，但以王克勤和唐厚生为代表
的“揽工汉”都有着自己的生活理想。

王克勤希望小儿子也能考上大
学，孩子们都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唐厚
生则希望能在银川市里买套房，工作、
生活更加方便。他们大多不善言谈，却
都在为各自的“小目标”默默奋斗着。

说起新年愿望，“揽工汉”们最大的
期盼便是有活儿干。唐厚生说：“虽然挣
的是辛苦钱，但我们不怕苦。春节过后
家装行业将迎来旺季，我们希望活儿多
些，只要忙起来，我们心里就踏实。”

“揽工汉”的“年终总结”

据新华社郑州 2 月 8 日电(记者顾
立林、李亚楠)“进了新安县，真是很‘方
便’。”近两年来，不少到过河南省新安县
的外地人都会如此调侃。

这种调侃其实是善意的夸赞。2016
年以来，新安县共投入资金 1100 多万元
建设公厕 535座，还在旅游景区道路、乡
镇政府所在地、美丽乡村示范村等地，建
成标准化旅游公厕 44座，改造农民旱厕
为水冲厕所 820座。遍及城乡的新式厕
所不仅成为风景，也大大提升了百姓的
幸福感。
记者近日赴新安实地采访，一下高速

口，左右就各有一座整洁素雅的公厕；在
主城区，步行不超过 5分钟，就能解决“方
便”问题，要不是墙体上的“公厕”两字，很
多人会以为这是点缀其间的仿古小建筑。

若认为用“整洁素雅”形容公厕过于
夸张，可问问在公厕旁开理发店的王东
彦。“公厕不干净，谁敢来理发，光熏都把
人熏跑了。”王东彦开玩笑说。

王东彦不光是理发师，还是公厕管
理员。新安县探索“以商养厕”的管理模
式，一些人流密集区域的公厕会专门辟
出一间房对外招商，入驻的小卖部、理发
店等商家负责公厕卫生，以此抵免租金。

“假如商家不好好搞卫生，自己的生
意都会受影响。”新安县市政园林局副局
长武敬民说，城区 73座公厕有 10座通
过以商养厕解决了日常管理维护问题，
其他也都聘请了专门的公厕管理员。

王东彦管理的公厕位于新安城区核
心地带的街心公园，每天早 7 点到晚 7
点，她利用理发间隙打扫公厕卫生。“周边
人流大，把公厕打理好，也是给自己招揽
生意，每个月收入小 3000块。”王东彦说。

不仅如此，新安县还专门设置了城区
公厕微信公众号，群众可通过扫描二维码
加入公众号，对公厕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

建议。目前，共收到群众建议 180余条，
新安县已逐一进行了解决。

城区方便了，农村也不能落后。新
安县以统一标准、统一施工的办法推
进农村改厕工作，采用由村里统一测
定水管排污管道主线路、村民小组定
位定点再行施工的办法，强化卫生厕
所的使用管理，手把手指导农户进行
改厕。

2017 年，南李村镇石渠村陈玉的
家里进行了改厕。记者看到，改造后的
水冲式厕所，内墙和地面都铺着瓷砖，
洁白的坐便器毫无异味。陈玉高兴地
说：“以前的旱厕一年四季都是臭味，夏
天一到，苍蝇满天飞，改厕后再也没有
这些烦心事了。”

石渠村村支部书记牛华章说，全
村 80% 以上的农户都已经进行了改
厕，政府还给改厕农户每户补贴 400
元，其他没改的，看到改厕后的好处，
也都积极申请改厕。

据南李村镇党委书记李振江介
绍，2017 年，他们镇有 5 个村进行了
改厕，今年还要再改 6 到 8 个村，争取
尽快实现全覆盖。

“公厕既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城市形象和
品位的体现。城市建设应该从大处着
眼，从小处入手，既要有外在形象之
美，又要有内涵品质之美，这样的城
市，才能带给居民真正的幸福感！”新
安县县委书记刘冠瑜说。

“方便”事的“方便之道”

●“揽工汉”们最大的期盼

便是有活儿干。“春节过后

家装行业将迎来旺季，只要

忙起来，我们心里就踏实”

●一个“农民教授”坦言，

“高级畜牧师”这个职称认

证，让他觉得做农民照样可

以很体面

●和企业签订供销协议之

后，村党支部和贫困户签订

了保价回收协议，打消了村

民们“小米贱卖”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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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兰州 2 月 8 日电(记者刘能
静、张钦)立春节气刚过，积雪还未融化，
甘肃省许多贫困山村又迎来一年一度的
冬季体育“赛季”。记者实地探访发现，长
期以来被群众称之为“草根 CBA”的农民
篮球赛，正升级成为比赛项目多、参与人
群广的“草根奥运会”。

2 月 7 日至 8 日，记者来到临夏回
族自治州和政县三十里铺镇马家河村，
看到数百名群众围在村委会前新落成的
文化广场上为正在紧张进行的篮球赛呐
喊助威。

在和政县，马家河村算是篮球“明星”
村。自打上世纪 70 年代村里有篮球架以
来，爱好篮球就蔚然成风。无论是老人还
是小孩，不是爱上场“比划”两下，就是喜
欢看别人打球。年届花甲的马家河村篮球
队教练张进祥说，从 20世纪 80年代初开
始，村里每年都自发举行被称为“草根
CBA”的篮球赛，直到 21世纪初外出务工
逐渐增多，比赛一度停顿。最近六七年，
“草根 CBA”不仅复兴，还升级换代了。

马家河村的第二届农民运动会由村

里发起，镇里支持，企业赞助。说是村里
的运动会，其实已是影响辐射周边几个
县的“草根奥运会”。参赛队伍中仅篮球
队就有 39支，球队不仅来自和政县，还
有临近的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
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广河县等地的群
众也都慕名而来。运动会各个项目的参
赛选手中，既有汉族，也有回族、东乡族
和保安族。

在一些群众的眼中，马家河村村委
会主任肖木洒不仅是村委会主任，也是
当地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奥委会主席”。
最近 1 个月，他都在忙着筹备比赛，并
走访附近的企业进行“资本运作”。他们

还精心设计了宣传海报，并在“快手”等
平台上广发“英雄帖”。这场运动会很专
业地设立了 5 个专门工作组，有 60 多
名村民慕名当了志愿者。据三十里铺镇
包村干部杨冬军介绍，在镇党委、政府
的支持下，镇卫生院、派出所都派出力
量，参与到应急保障中。

一年一度的“草根 CBA”升级成
山村“奥运会”，可以说是积极适应社
会主要矛盾转化而结出的转型成果。
像许多贫困山村一样，马家河村大多
数群众已稳定脱贫，在脱贫攻坚战中，
村文化广场、标准篮球场等公共文化
设施有的从无到有，有的从有到优。

草根“奥运经济”同样不容忽视。
记者看到，运动会周边临时搭建了一
排售卖零食、汽水和小吃的小摊点。还
有农用车、小汽车慕名举行展销会。为
了破解停车难的问题，村里还开辟了
临时停车场。正在与回族村民进行方
棋对弈的棋手刘建云说，各民族一家
亲，这样的运动会一办，就办成了民族
团结的大聚会。

贫困山村“草根奥运会”

● 一 年 一 度 的“草 根

C B A ”升级成山村“奥运

会”，可以说是适应社会主

要矛盾转化的转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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