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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 4 月 12 日电(记者杰文津、
罗骁兵、白靖利)仲如贵爱喝两杯，但不酗酒。
和云南省元谋县千千万万户农家一样，多年
来他以种菜为生。

得益于独特的气候条件，元谋县成为闻
名遐迩的“大菜篮子”，每年有 45 万吨蔬菜从
这里远销全国甚至海外，不少菜农因此脱贫
致富。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产销信息不对称
等原因，菜农收入容易受到菜价波动的影响。

仲如贵以前种菜随大流，觉得这样简单、
自在。他说：“卖了菜我就拿钱上街喝点小酒，

多自在。”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 2012 年。
这一年仲如贵“押宝”的洋葱价格暴跌。

每斤只卖 0 . 1 元，白种了一季不说，自家 5
亩地每亩至少倒赔 1000 元。

种“跟风菜”的这几年每年不过万把元收
入，家里有一位老人要赡养，还有两个正读大
学的孩子要供，日子怎么过？

“唉，该听老支书的话。”说到这里他端起
杯，又放下，涩口。

南繁村村支书仲家楷曾多次劝仲如贵加
入南繁协会，生产“南繁种子”。

“南繁种子”是指利用南方一些地方的气
候和光热条件繁育的种子。上世纪 80 年代以
来，元谋就是我国南繁种子的重要基地。

2004 年，元谋县南繁种子繁育协会成

立，繁育的种子逐渐成为当地农民的“金种
子”。

“一亩南繁地，纯赚三五千(元)。”仲家楷
算过，农民跟风种菜，年纯收入一亩地高不过
2000 元，行情一波动，还可能大亏。但南繁育
种，包教、包收，每亩纯利在 3000 元至 7000
元之间。越来越多农户意识到，参与南繁种植
意味着：每亩纯利高、免费学技术、饭碗“泥”

变“铁”……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协会会员由成立时

的 260 户，发展到现在的 3600 余户。
然而直到 2012 年，会员名单里始终没有

仲如贵的名字。“老支书，你那个不是南繁，你
那是麻烦哟。”仲如贵每次都笑嘻嘻地拒绝，
其实他内心的小算盘是，“种了南繁，我咋
个去喝酒嘛。”

南繁育种是个技术活儿。协会除了为
种植户免费配发粮种、农药，进行技术指
导，还要求种植户按照规范流程、规范方式
进行种植操作。仲如贵心想，一旦种上南
繁，就喝不上“自在”酒了。

仲如贵的这种“自在”，终究难以为继。
他踟蹰着蹭到仲家楷家，想加入南繁协会，

满脸涨得通红，只挤出三个字：“不喝咯。”

到 2018 年 4 月，仲如贵加入元谋南
繁协会已经整 5 年。现在他共种 8 亩地，
其中 4 亩种“南繁”， 4 亩种果蔬。家里
的欠债早就还清，两个孩子都已大学毕
业，小孙女健康可爱。

不过，酒，仲如贵还在喝。他结交了
一群特殊的“酒友”——— 全国各地来元谋
南繁种子基地的农业技术专家。种植之
余，仲如贵会请他们到家里，拿出自己爱
喝的纯粮酿造小灶酒，一起开怀畅饮。一
边喝酒一边向专家们请教市场信息和种植
技术。仲如贵学得快，现在已经可以给别
人传授技术了。

已没人记得从哪天起，元谋街头小酒
馆里少了一名“高阳酒徒”。但每周总有一
天，仲如贵家中必定高朋满座，菜酒飘香。
夹杂在欢声笑语之间的口音来自天南海
北，不时可听到仲如贵自在开怀的大嗓门：
“干杯！干杯！”

新华社上海 4 月 12 日电(记者何欣荣、王
默玲)近期，阿里以 95 亿美元收购饿了么，成为
市场关注焦点。作为新零售基础设施，即时配送
行业近年来持续高速发展，由此带来的交通违
法和行业监管问题亟待引起重视。

服务新零售，从送外卖到送生

活用品

寄一份快递，需要两到三天。点一份外卖，
只要 30 分钟。即时配送行业的最大特点，就是
一个“快”字。

速度快，或许是阿里巨资收购饿了么的主
要原因之一。正如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在公开
信中表述的那样：无论是传统的餐饮外卖，还是
方兴未艾的新零售，目前的市场渗透率仍然非
常低。“未来的趋势将是新零售和餐饮外卖的协
同作战。”

当前，餐饮外卖占据了即时配送行业近 7
成的业务量。要实现协同作战，意味着主要平台
将引导用户的配送需求，从外卖扩展到水果、生

鲜、药物、日用品等生活消费的方方面面。
对于这一点，饿了么在 2017 年年会时

就提出，将打造“30 分钟便利生活圈”。饿了
么的竞争对手美团外卖，2017 年也上线“跑
腿代购”业务，服务门类包括酒水、药品和日
用品等。

外卖平台构建的即时配送网络，正是新
零售体系所急需的。无论是阿里旗下盒马鲜
生的“半小时达”，还是天猫超市的“一小时
达”，都离不开线下物流能力的支撑。

智慧物流平台菜鸟网络总裁万霖表示：
“过去，大家觉得物流市场的限时达已经很快
了。现在新零售催生了一大批即时物流，都是
小时级，甚至分钟级的送达。”

瞄准“宅”和“忙”，吸引众多

“玩家”竞逐

招商证券的报告指出，即时配送的兴起，
背后有“宅”“忙”两大驱动因素。前者指相当
多的年轻人社交生活逐渐转到移动平台，外

出需求减弱。后者指白领人群由于工作节奏
紧张，乐于尝试外卖和生鲜食材配送。

“即时配送的服务范围一般是 3 到 5 公
里。寄件人和配送员之间，可以通过互联网平
台实时对接，像网约车一样就近提供服务。这
是即时配送在物流业态上的革新之处。”国家
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方玺说。

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即时物流行业报
告》显示，2016 年我国即时物流行业订单量
超过 56 亿单，2017 年和 2018 年订单量预计
分别为 89 亿单和 124 亿单，同比分别增长
59% 和 39%，明显高于同期的快递行业。

迅猛发展的即时配送，吸引了诸多“玩
家”的进入。目前，主要的“玩家”分为三派：

电商系。在投入阿里怀抱前，饿了么旗下
的蜂鸟配送，宣称注册的配送员达到 300 万
人。与美团外卖配送和京东体系的达达一起，
构成了即时配送行业的第一阵营。

快递系。顺丰最新公布的年报显示，
2017 年该公司切入同城即时配送领域，当年
实现营业收入 3 . 66 亿元。

独立第三方，包括创业公司闪送、UU 跑
腿等。

痛点仍不少，行业监管需跟进

虽然前景向好、增长迅猛，但即时配送
行业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仍有不少痛点待
解。最明显的，就是为追求更好的客户体验，
即时配送强调“快”。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问题，
比如频频出现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

配送员为何频频违章？这和主要平台的
运行机制有关。饿了么配送员于师傅告诉记
者，白天送一单外卖可挣 6 元钱。如果赶时间
出现交通违章，交警抓到一般会批评教育，屡
次再犯罚款 50 元。可如果超时引起客户投
诉，情节严重时会罚款 500 元。

其次是行业监管问题。目前，快递行业由
邮政部门负责监管，但即时配送行业并没有
明确的监管部门。快递和即时配送的边界日
益模糊，在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下，需
对即时配送的监管尽快提上日程。

新华社广州 4 月 11 日电(记者王浩程、
钟群、杰文津)紫南村其实一直挺有名气，
2007 年以前的紫南因“管理乱、治安差、
上访多”而广为人知；如今，这里却因善治
有为，成为广东佛山名副其实的“明星
村”。

从“坏名声”到“好招牌”，紫南村用 10 年
走出了一条“逆袭”路。“10 年前，村里的树叶
经常是白色的”，23 岁的村民罗振权说，因为
村里陶瓷加工企业比较多，切割产生的粉尘
经常铺满树叶。

2007 年，在新任村委书记潘柱升的带领
下，村“两委”大刀阔斧改造村级产业。迄今为
止，村域范围内累计关停 32 家高耗能、高污
染、低产出企业，村里树叶又呈现绿色，天也
变得更蓝了。

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近年来，
紫南引进多家绿色企业，实现经济和生态的
协调发展。村里人均分红由 2007 年的 846 元

上升到 2017 年的 10800 元，足足翻了 12 倍
有余。

分红多了，但潘柱升并不满足：“分红高
低不是检验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虽然村民
的“钱袋子”鼓了，但如何让幸福感“落地生
根”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10 年来，紫南村投入 3 亿多元改造提升
村居环境，涉及 15 个自然村的道路、公园、绿
化。“我们没把紫南当成一个村，而是一直当
成城市在规划”，言谈间，潘柱升透出治理格
局。

如今，村里公路宽敞整洁，亭台楼榭错落
有致，篮球场、智能厕所、老年活动中心等配

套设施更是成了每个自然村的“标配”。漫步
其中，仿佛置身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公园。

“谁能想到紫南村变化这么大呢？”村民
潘淑冰感慨。作为土生土长的紫南村人，潘淑
冰见证了紫南 10 年的“变身”路。

“以前感冒去药店拿药，最少也要花几十
元钱，现在 4 块钱全部搞定。”如今的紫南村
已经实现全民医保和二次门诊医保，55 岁以
上的老年村民每人每月可领取 918 元养老
金；村民到定点医院看门诊个人只需交 4 元
的挂号费，医保范围内的费用都在“二次医
保”中报销。

潘淑冰的父亲今年已经 70 多岁了，在村

里过了一辈子的他，现在隔三岔五要“洋
气”一回，去看场电影。

去年，紫南村建了一座 8000 平方米的
村文化活动中心，除了电影院，图书馆、羽
毛球场、舞蹈室等一应俱全，成为村民文化
生活的主要场地。

潘淑冰说，以前因为落后，外地姑娘都
不愿意嫁到紫南来，村里好看的姑娘能嫁
出去的都嫁出去了。

现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有车有
房，不如有紫南户口”，这个有着 6000 多常
住人口的村子，已经从昔日的“脏乱村”变
成了让人羡慕的文明村、小康村。

潘柱升说：“按照年终人均分红，紫南
在广东绝对不是最高的，但村民的幸福感
肯定是最强的。”

幼有所托、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
所扶、困有所帮，如今的紫南村，村民从生
到老的保障不断完善。

以前种地靠跟风，收入咋样像“押宝”；如今种上南繁地，“一亩纯赚三五千”

农民仲如贵如今又喝上了“自在酒”

即时配送“超速”发展，监管待“提速”

“明星村”的 10 年“逆袭”路

新华社长沙 4 月 12 日电(记者刘良
恒)暖春四月，春光明媚。从位于长沙城
东南角的地铁 2 号线光达站出来，再转
公交车坐几站路，就到了辛亥革命元勋
黄兴故居纪念馆。

这里如今属于长沙县黄兴镇。放眼
望去，丘陵起伏，垅田交错，郁郁青青。黄
兴故居为硬山顶、小青瓦的土坯木结构，
前有水塘，后有花园，四周有护庄河环
绕，具有浓郁的湖南昔日乡绅大户庄院
的风格。

长沙县黄兴故居纪念馆馆长胡群义
告诉记者，黄兴逝世后，众多革命者写下
挽联，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其中，章
太炎先生撰写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
史必有斯人”，高度概括了黄兴一生的丰
功伟绩。

黄兴原名黄轸，1874 年 10 月 25
日，出生于湖南善化县龙喜乡凉塘(现在
的长沙县黄兴镇)。

黄兴 5 岁在父亲私塾启蒙读书，8
岁在萧举人的私塾读书，11 岁师从退休
翰林周笠櫵，1893 年入城南书院，1898
年调长沙湘水校经堂，复选调武昌两湖
书院深造。

1902 年，黄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
派去日本留学。1903 年，沙俄强占我国
东北，黄兴与各留日学生组织一支“拒俄
义勇队”，准备赴东北抗击沙俄，结果却
遭到了清政府的极力阻止。

这个时候，黄兴意识到，反帝必须反
清，于是毅然放弃留学，回国开展反清革
命。

1904 年 2 月 15 日，黄兴在长沙创
建革命团体华兴会并担任会长。1905 年
7 月，黄兴与孙中山在日本相识。随后两
人就革命团体和反清问题达成一致。当年 8 月 20 日，同盟
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黄兴担任执行部庶务总干事。

同盟会成立后，黄兴更是策动和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
起义。1908 年，黄兴率中华国民军南路军 200 余人在广西
钦廉上思一带，相继与 2 万余清军鏖战 40 多天，以少胜多，
七战七捷，威名大震。

1911 年 4 月 27 日黄花岗起义爆发。黄兴身先士卒，亲
率敢死队百余人，猛攻清廷两广总督府，虽被枪弹击中右手
食指中指，仍坚持战斗，最终因敌众我寡，起义失败。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于 10 月 28 日
抵达武昌，11 月 3 日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在黄
兴指挥下，起义军在汉口、汉阳与清军血战，坚持了一个多月
的时间，为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赢得了时间。

1911 年 12 月中旬，黄兴被各省代表会议推举为大元
帅，但黄兴坚持应由孙中山来担任大元帅。在革命过程中，
黄兴始终坚持孙中山的领导地位，甘当配角。1912 年 1 月，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被任命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
4 月，黄兴被委为南京留守，6 月，辞去南京留守一职。

1913 年 7 月 29 日，南京讨袁战事失利，黄兴由上海避
走香港，后去往日本。为促进党内团结，一致讨袁，黄兴于
1914 年 6 月底前往美国等地。在此期间，黄兴多次致函革
命者，敦促兴师讨袁。

1916 年 7 月 8 日，在国内各界邀请下，黄兴归国抵上
海。但由于积劳成疾，他于 10 月 31 日病逝于上海，时年 42
岁，1917 年 4 月 15 日，国葬于长沙岳麓山。

在这位辛亥革命元勋逝世百余年后，黄兴的家乡已经
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被浏阳河三面环抱的黄兴镇，文化
底蕴深厚，人文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秀美，区位优势明显，是
长沙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前沿阵地，如今正着力打造“黄
兴现代市场群”“黄兴文化产业园”“高铁会展经济区”“汽车
及配套产业走廊”四个特色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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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图为黄兴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在南繁育种基地，工作人员在收集种子。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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