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2 月 16 日电(记者梁相斌、李
德欣、邰思聪)大年三十下午 3： 30，北京寒
风凛冽。但在西城区同光胡同的一个小院里，
火红的灯笼、欢快的音乐，到处呈现一派春意
盎然的景象。这里是西城区金融街养老照料中
心， 52位空巢老人与护理员一起，正准备举
办一台“特殊春晚”。

“各位爷爷奶奶春节好！晚会即将开始，请
大家坐好。”护理员董绍宇说。活动大厅里，老人
们期盼已久的“春晚”即将上演。

“这些孩子好多和我孙女一样大。” 84
岁的侯淑兰老人对记者说，“我孙女在国外留
学，已经有 10年没见了，来到这里他们天天
喊我奶奶，一下有了这么多孙子孙女，我能不
高兴吗？”

“这些孩子不仅有礼貌，服务也特别周
到。” 85岁的董瑛说，年前自己的老伴突发
高烧，幸亏半夜查房的护理员及时发现送医才
转危为安。

“我们每 2 小时查一次房，发现问题马上
启动应急预案。”金融街养老照料中心院长高
敏说，社区卫生服务站就在隔壁，一般的小病
足不出户就能医治。

“我们在北京运营十多家养老机构，都建
在医院附近，以医养结合的方式满足老年人的
健康需求。”负责运营照料中心的儆堂集养老
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力说。

“与身体健康相比，老人的心理健康需要
我们投入更多精力。”高敏告诉记者，入住照
料中心的很多是空巢老人，每年临近春节就会
出现思念家人情绪低落的情况。“我们会多跟
他们交流，举办各种活动，抵消老人思念的愁

绪，特别是除夕这天，活动一定要安排得满满
的。”

照料中心有 22位老人是党员，为了满足
他们过组织生活的需要，这里还申请成立了临
时党支部。“每两周举行一次支部活动，增强
老人的归属感。”高敏说。

“爷爷奶奶们，晚会正式开始。第一个节
目，舞蹈，新年旺旺旺。”护理员们翩翩起
舞，老人们拍手打节奏，乐得合不拢嘴。

晚会节目编排很用心，两个音乐带动节目
由全场人员互动完成，用音乐带动老人们运动
筋骨。照料中心的老人平均年龄 85 岁，其中有 3
位 101 岁老人，所以晚会仅 40 分钟结束。

“接下来，请爷爷奶奶和我们一起包饺子！”
一转眼，刚刚还是演员的护理员“变身”为厨师，

和老人们一起包馅儿、捏褶儿。“这饺子馅闻着
就香。”78岁的许国智说，许多老人爱吃面食，照
料中心就聘请了专业面点师。

“妈妈住在这里，我心里踏实。”前来探
望老母亲的徐茁告诉记者，母亲失能失智多
年，之前聘请保姆照料，不放心也不称心，
“这里的护理员照料技能强，很有爱心，妈妈

虽然不明白，但脸上总有笑容。”
傅力介绍，护理员都是大专文化，公司每

年会组织员工到国外专业养老机构进行实地培
训，还计划开设传统文化礼仪方面的课程，形
成尊老敬老的企业文化。

“我们在运营上的投入确实比较多。但有
政府部门的支持，我们敢投也愿意投。”傅力
说。

记者了解到，金融街养老照料中心由金融
街街道办事处投资兴建，由儆堂集养老服务
(北京)有限公司托管运营。“通过免费提供用
地、用房等方式与企业合作，大大减少了运营
成本。”西城区老龄办主任赵文利介绍，目前
该区建成的 28 家养老照料中心，大多数采取
这种“公建民营”的模式，“企业成本降低
了，服务质量提升了，最终老百姓受益。”

热气腾腾的饺子上桌了，由护理员端到每
一位老人面前。“美丽的青春年华在这里奉
献，温暖抚慰着老人的夕阳岁月，向你们致以
最高敬意！” 99岁的杨恺老人大声朗读着感
谢信。
数据显示，北京市 60岁以上老人 350万

左右，约一半是空巢老人。为应对老龄化的
挑战，北京市在老龄事业投入上已连续 5年
每年保持 10% 的增长，去年仅市财政投入
就达 12亿元。

“就目前来看，养老床位还是很紧张的，
还有很多老人在排队。”高敏说，如果能把服
务延伸到家中，提升居家养老服务品质，将有
效缓解中心城区养老机构“一床难求”问题。

2018 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坚持养老服务事业与产业协同推进、居家
养老与机构养老统筹发展”“年内新建社区
养老服务驿站 150家”“更好满足多元化养
老要求”。

“时间不早了，爷爷奶奶们早点休息
吧。”护理员赵锦善意地提醒着。“不能让
老人太过兴奋，这样反而会在以后几天增加
孤独感。”赵锦告诉记者。

晚上 9点 15分，侯淑兰和往常一样按时
上床。在照料中心度过的第一个除夕夜，她感
到很充实。“希望明天能接到孙女的电话，给
我拜年。”望着窗外中国结上的福字，侯淑兰
念叨着。

晚上 10点，赵锦结束了第一次夜间查
房。这位来自河北的“ 90后”女孩第一次
在外过年。“今年我们 20多个小伙伴自愿
留下陪这里的爷爷奶奶，我们自己的父母只
好做一次‘空巢老人’了。”
手机视频接通了，屏幕另一端立刻传来

家人亲切的画面和声音。
“爸，妈，女儿给二老拜年啦！”赵锦

热切地小声问候道，生怕吵醒已经熟睡的老
人们。

52 位空巢老人的特殊“春晚”
北京西城区金融街养老照料中心除夕见闻

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王攀、詹奕嘉)
“一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橙黄橘绿时。”
冬春之交的南海之
滨，广东廉江漫山遍
野一片金黄，挂着各
地牌号的货车络绎不
绝地从果园里驶出。
50 岁的果农关锡运
说：“一上午就来了
七八批采购商，以前
‘黄龙病’厉害的时
候，哪能想到种柑橘
有这前景？”

关锡运口中的
“黄龙病”是一种通
过木虱传播的植物疫
病，柑橘一旦染上，

树叶枯黄 、果实掉
落，目前全球没有治
疗方法，只能连根拔
起、烧毁，土壤消毒
后重新栽种。我国十
几个生产柑橘的省份
都遭其危害，廉江红
橙也两度遭遇“灭顶
之灾”。

“ 20 多年前，
廉江红橙种植面积
就超过 15 万亩，年
产量达 1 0 万吨以
上。”廉江市农业
局 副 局 长 蔡 永 春
说，黄龙病两度来
袭 ，红橙面积锐减

到 1 万亩左右 ，成千上万的果农被迫转
行。

面对“黄龙肆虐”，廉江下决心转变
生产经营方式，斩断黄龙病传播扩散的链
条，红橙产业“再现辉煌”。

“防控黄龙病首先要确保苗木健
康。”廉江红橙无病毒种苗繁育中心高级
农艺师罗敏告诉记者，他们花了六七年时
间对红橙进行黄龙病脱毒攻关，终于培育
出本身不带病且能大批量生产的苗木。

为鼓励农户使用价格贵但无毒的苗
木，廉江市政府规定，种植面积达到 10 亩
以上的果农在定点育苗场购买无毒苗，每

株只需一元人民币，差价由财政补贴。
“黄龙病是传染性病害，防控必须一

环紧扣一环 ，将种植无病苗木、挖除病
株、防柑橘木虱等措施落到实处。”廉江
市农业局局长黄木忠说。

在每年 9 月至 1 2 月黄龙病易发时
期，廉江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果园
指导和监督种植户挖除和处理黄龙病病
株。

备受鼓舞的关锡运参加了政府组织的
专业培训、自学黄龙病诊治技术、购买新
型无毒种苗，一发现树叶发黄的病树马上
连根拔起 、焚烧销毁，并撒上生石灰消
毒，同时喷洒专用药剂，改用有机肥降低

发病率。
如今，他的果园已从十年前的 30 亩扩

大到如今的 500 多亩，黄龙病发病率下降
到 2% 。关锡运说，健康成长的红橙每斤批
发价可达 8 元以上，每年可以为他带来上
千万元的收入。

2017 年，廉江红橙种植面积达 6 . 8 万
亩，比 2016 年增加 1 . 1 万亩，预计当年的
红橙产量超过 5 万吨。“劫后重生”的廉
江红橙正逐渐形成集栽培、技术、推广、
销售、流通等于一体的产业链，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回乡发展这一特色产业。

在廉江市青平镇红橙电商(快递)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不断将红橙装箱。中心负

责人、回乡创业的“ 80 后”刘子源说，
如今向电商中心供货的果园已超过 500
家，买家来自全国所有省市区，每天发
货量最高可达 1 万斤。

刚刚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实施
产业兴村强县行动，推行标准化生产，
培育农产品品牌，保护地理标志农产
品，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新格
局。这让“红橙之乡”看到了新的发展
机遇。“一业兴百业旺，红橙作为廉江
支柱产业，发展好了会带动相关行业发
展，经济效益很高。”广东省农科院果
树研究所研究员钟广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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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2 月 16 日电(记者汪军)这
几天，来自澳大利亚的一笔 3 万斤米粉订单，
让“杨老大米粉厂”老板杨坤强忙得脚不沾
地。

“逐渐有了品牌效应，今年国外老板也来
买我的米粉。厂里最近断货，每天缺口大约
10 吨，过完春节就要抓紧扩大生产规模。”在
贵州遵义市汇川区厂房里，杨坤强向记者谈
起了新年规划，今年还要聘请一名货车驾驶
员，重点组建一支专业营销团队。

杨坤强的米粉厂四五年前还是一个家庭
作坊，如今已成为遵义食品行业的大企业。

“小作坊”到“大工厂”，沉淀的是杨坤强
和妻子刘正念这对返乡农民工夫妇艰苦创业

的十年岁月。
考虑到照顾孩子和家庭，2006 年，外出

务工多年的杨坤强夫妇从广东回到家乡。妻
子刘正念告诉记者，当初回遵义老家，还有一
个原因就是一心想把父辈经营的“米粉生意”

做大做强。

“去过广东，到过福建，电子厂、织布厂、
食品厂，干了不少行业。”刘正念说，一年到头
在外花销大，过年回到家，几乎没什么存款。

从广东回到老家那一年，夫妻两人的“总
资产”只有 1000 元。也就是靠着这 1000 元和
两人没日没夜地打拼，杨老大米粉厂一天天
变成当地米粉行业“老大”。

借钱买三轮车，找客户筹款，建简陋加工

厂……历经两年时间，杨坤强的“夫妻店”每
天可以生产出 4000 斤米粉。后来，在当地政
府支持下，贷款购买新设备，米粉厂生意越做
越大，日均生产量达 8000 斤。

创业很艰辛，家庭作坊式生产，也转型
升级为现代企业生产经营。2013 年，遵义一
家大数据公司为米粉厂“量身定做”了网上
销售方案，自此，“杨老大米粉”乘着电商平
台东风，香味飘得更远了。杨坤强夫妇公司
的产品也多样了，有鲜粉、干粉、红薯粉等，

光干粉每天的销量就有 10 吨。

刘正念告诉记者，现在超过三分之一的
产品通过网络渠道销往全国各地，有的还出
了国门。“天天都有订单电话，但是库房没有

货，我们很着急，过完春节一开学，学校食
堂的订单又要递送。”她焦急地说。

杨坤强同样感到着急，最近浙江、云南
几个总代理陆续办理新一年订单。他谋划
着，过完春节更大规模的生产线必须投入
使用。“确实烦恼，但这是幸福的烦恼，今年
规模做大一点，就给大家涨工资。”他说。

今年 66 岁的赵先明是汇川区泗渡镇
的贫困户，在杨老大米粉厂已经上班 4 年，
每个月能拿到 2000 多元工资。米粉淘洗、
车间清洁，一天五六个小时。他说，过了春
节继续干。在已经解决 70 多位当地村民就
业的基础上，杨坤强说，今年有望再吸纳部
分村民务工。

十年，硬将“夫妻小店”做到行业“老大”
一对返乡农民工夫妇的艰苦创业岁月

西城区建成的 28 家养老照料中心，大多数

采取“公建民营”的模式，且多建在医院附近，以

医养结合的方式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这里

护理员都是大专文化，服务到位，每 2 小时查一

次房，能做到小病足不出户就能医治

这个冬天，张欣欣为家人们准备
的口罩“失宠”了。“哪怕是在大年初
一，之前买的防霾口罩也没用上。”济
南市民张欣欣大年初一出门给亲戚们
拜年，发现过年天晴好、路上口罩少。

张欣欣说，这个除夕夜很安静，一
晚上也没有几声“点花放炮”，确实不
一样。原来，春节期间济南“气质”晴
好，离不开市民自觉遵守政府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不仅是济南，山东
多个地市都出台了限放禁放政策。山
东烟花爆竹协会秘书长邹永红说，目
前，济南禁放烟花爆竹，全省大部分城
市对烟花爆竹实行限放，主城区烟花
爆竹燃放、销量都有所下降。像济南、

青岛、烟台近五年下降了百分之七十。

在张欣欣的记忆里，2015 年是防
雾霾口罩卖得最火的一年。突然间，这
个单品就成了爆款，恨不得每天都戴
上几个。“那个时候，药店里防霾口罩
经常卖断货！”2015 年，PM2 . 5 的名
字开始频频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而关
于它的危害也是深入人心。于是，连锁
药店的门店入口货架就成了防霾口罩
的地盘。

在济南英雄山路上的一家大型连
锁药店，2015 年和 2016 年防霾口罩
每年都卖出三四万个。济南的一些小
店，一年卖一两千个也没有问题。尤其在 2015 年，防霾口
罩基本都是几十个、上百个地往外卖，或者是家庭式的团
购，或者是单位性质的团购。

张欣欣记得，过去两三年，一个 3M 的口罩从十七八
元涨到了三四十元，甚至还有八九十元、上百元一个的口
罩。“大家买起防霾口罩来，一点都不心疼钱，可能都觉得
越贵的效果越好吧！”

所以，2017 年夏天，连锁药店们就开始和厂家对接
了，提前囤一些防霾口罩，以免冬天卖时出现断货情况。

济南一家药店店长刘强民就在这个冬天先囤了 400 个防
霾口罩，不过，从入冬等到了过年，连 50 个都没卖出去。

“入冬之后，济南经常都是蓝天白云的，没雾霾谁还
戴防霾口罩呢？”刘强民直言。

口罩不好卖了，厂家感受最为真切。“2017 年，我们
就有 2 万套的存量，满足老客户的基本需求就行了，现在
还剩了将近一万套没出手。”山东潍坊一家口罩生产商张
亮告诉记者，“2016 年公司做了几万套防霾口罩，主要面
向团购客户。”

在 2018 年 1 月召开的济南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治霾与脱贫等焦点工作被列为四大攻坚
战，济南市长王忠林向市民保证“确保取得实质性突破。”

济南市环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年空气良
好以上天数达到 185 天，同比增加 22 天，重污染天气天
数同比减少 6 天，久违了的“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又回
到了市民的身边。

虽然身处其中，但张亮对防霾口罩未来市场并不看
好。“随着环境的改善，人们对防霾产品的热情也会趋于
冷静。”在他看来，防霾口罩很难再重现过去两年的盛况，
市场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小。

实际上，防霾口罩从 2012 年冬天开始，就进入了人
们的视野，宣称“PM2 . 5 防护”“隔离粉尘”“防霾”等各种
防护功能。之后越来越多企业盯上了雾霾经济，纷纷涉足
生产防霾口罩。张亮说：“挣不挣钱都是其次，我们作为同
一片天空下生活的人，都希望永远告别‘会呼吸的痛’了！”

(记者王阳) 据新华社济南 2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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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6 日电(记者高敬)环境保护部
有关负责人 16 日介绍，除夕晚间至正月初一早上我国
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较好，受不利气象条件和烟花爆竹燃
放影响，部分城市出现空气重污染。但由于今年各地普
遍加强烟花爆竹禁放限放措施，今年春节期间全国空气
质量同比去年春节期间普遍好转。

这位负责人说，除夕至初一期间，全国 338 个城市
中有 80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级别，其
中 17 个城市达到严重污染级别。与前一日相比，重度
污染和严重污染级别城市数量分别增加 56 个和 17 个，
烟花爆竹燃放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明显。

他表示，从近四年除夕夜间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
化情况来看，2018 年除夕夜间全国 338 个城市空气质量
总体有所好转，PM2 . 5 最大小时平均浓度较去年除夕夜
下降 22 . 1%，较三年平均下降 21%。峰值污染期间全国重
污染城市数量较去年减少 41 个，较三年平均减少 42 个。

环保部：

各地普遍少放烟花

春节空气同比好转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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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责任编辑

刘加佳2 版

（上接 1 版）香港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暨香港的总青
年联合会主席黄一峰表示，习主席的回信不仅是对“少年
警讯”成员的一份鼓励，也是对 700 多万香港市民最好的
新年祝福，体现了中央对香港市民无微不至的关怀，说
明习主席时时牵挂着香港青少年，和香港市民心连心。

黄一峰说，香港市民应更加团结一心，爱国爱港，搞
好香港的经济和民生，为香港更加稳定繁荣作出贡献。

香港惠东同乡社团总会秘书长张远光、香港菁英会
工商发展研究会副主席梁承杰等人表示，香港青少年也
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一定要更加努力为香港及国家发展
多作贡献。

香港“就是敢言”计划召集人陈晓锋表示，该计划
的青年团体今年将让国家宪法和基本法走进中小学，通
过青少年感兴趣的动画、微电影等方式，让香港青少年
了解宪法和基本法，了解中央和特区的关系。该计划还
将做好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青年宣传工作，
让香港的年轻人融入国家发展中，以实际行动感谢习主
席对于香港青年人的关心。

香港青年组织“青年新创见”副主席雄学琛认为，在
国家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香港青年应该把个人发展
和国家发展融合起来，这样才能得到更广阔的舞台。

香港青贤智汇创会主席谢晓虹表示，新一年我们会
带更多的香港青少年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了解
“一带一路”。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香港青少年
应该把握好这样的好时代，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发展建设
的浪潮。

(执笔记者：颜昊，参与采写记者：苏晓、王欣、周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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