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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选还迁房

幸福暖洋洋

本报记者 刘国栋 通讯员 单福春

让优秀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武清区实施“乡村人才振兴大院”方案保丰收美乡村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蔡麒龙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支撑。为大力促进
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武清区制定并大力
实施“乡村人才振兴大院”方案。目前，已吸
纳教育、农业、文化、卫生、园林绿化等领域
80余名专家领衔的近千名人才团队入驻，列
出“乡村人才振兴大院”公共服务清单，承诺
服务300余项。这些专家和人才团队向基层
（群众）开展点单服务，做到群众点单，专家驻
村上门服务，普及种植新技术，确保农业丰
收；送文化下乡，活跃乡村文化生活；开展健
康义诊，助力村民身体健康，让优秀人才成为
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专业人才常驻村
村民增收有保障

寒冬季节，在武清区南蔡村镇丁家瞿阝村
的葡萄大棚里，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推广研
究员肖建中，正在为村民们讲解冬季葡萄的
病虫害防治知识，全村20多户果农围着肖建
中仔细听、认真看、详细问。
“葡萄是大家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防治

病虫害特别重要，而冬季防治效果好。我现
在给大家支几招。”肖建中边示范边说，“大家
首先要及时剪掉葡萄藤枝上的病叶、病枝等,
集中带出园外烧毁或掩埋。另外，要刮除主
藤条上的粗皮、病虫危害的坏死皮,集中带出
园外烧毁。还要对葡萄园进行除草,消灭依
附在杂草中越冬的虫蛹。”
肖建中接着告诉果农们，他已在村党群

服务中心入驻了“乡村人才振兴大院”，大家
啥时遇到难题都可找他，他一定全心全意帮
助大伙儿，让葡萄园今年获得大丰收。
村民吴利军租了好几个葡萄大棚，去年

收成还可以，但遇到了多个问题。今年为了
让葡萄高产优质，他一大早就来到葡萄大棚，
从水肥管理到剪枝疏果，问得特别详细，肖建
中逐一回答。吴利军高兴地说：“虽然我种了
好几年的葡萄，但对核心种植技术还是没有
全部掌握，今天特意赶到这里听专家讲授，特
别解渴，现在心里有底气了，今年计划再多租
几个大棚，种优质特色葡萄。”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陶明介绍，村

民对科技种田知识特别渴望。过去也有农业
科技人员前来指导，但不如现在在村里常年

设置“乡村人才振兴大院”基地更好。因为村民
随时随地可以请教，特别方便，特别及时。有了
这个“乡村人才振兴大院”，今年全村粮果肯定
能获得大丰收。

普及医学保健常识
让村民身体更健康

近年来，糖尿病在农村发病率增加，但不少
村民缺乏正确的预防和治疗知识，为此，武清区
卫生健康委积极组织相关医务工作者入驻“乡
村人才振兴大院”，现场传授相关医学保健知
识，很受欢迎。
在河西务镇三街村，村民通过查阅“乡村人

才振兴大院”公共服务清单进行点单，邀请到武
清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于宏和该院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马艳美，来到村里进行了一场关于
糖尿病方面的医疗保健知识讲座。
于宏首先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村民讲解

糖尿病形成的原理、类型、危害性，接着讲解糖
尿病多尿、多饮、多食、体重下降的“三多一少”
典型表现，再接着讲解降糖药物的分类、胰岛素
的作用和日常饮食保健知识。

“我告诉大家，糖尿病完全可以及早预防，
不要过度担心。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和
规范治疗，就可以大大减少和延缓并发症的发
生，降低疾病负担，提高生命质量和延长寿命。”
于宏对村民说。对于专家的讲座，村民都听得
特别认真，有的还用手机录音、录像，回到家里
反复听和看。
武清区人民医院心肺复苏专家马艳美开始

进行心肺复苏讲解。她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
解了心肺复苏理论知识。接下来，她分步骤、慢
动作进行示范，“手把手”教大家，让村民很快掌
握了心肺复苏的流程和要点。本次讲座，不仅为
村民普及了实用的医疗健康知识，还提升了村民
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应变能力，增强了安全
意识，受到了广大村民的好评。
多位中年妇女介绍，真没想到区医院的专

家能入驻“乡村人才振兴大院”，进村给她们搞讲
座。专家们对她们提出的疑难问题详细解答，让
她们增长了很多知识。一位姓王的大姐说，她患
有糖尿病，过去一直不太清楚怎样进行科学治
疗，只知道吃药，但在饮食上不太注意，结果是治
疗效果不佳。现在通过专家讲解，她明白了食疗
方法，特别开心。另外，心肺复苏知识也特别重

要，以前只知道其重要性，却不知道具体怎样做，
通过专家示范，她终于掌握这项技能了。

园林绿化美乡村
生态旅游促发展

“废弃树枝不要乱扔，我们可以变废为宝。
比如用树墩可以制成漂亮的树雕，美化环境；把废
树枝粉碎后，可以制成生物肥，促进粮食和果蔬增
产。”在武清区河北屯镇李大人庄村，武清区城管
委园林绿化中心主任王凯，正向村民讲解合理利
用园林废弃物的方式方法和所产生的效益。
他首先带领村民参观了“乡村人才振兴大

院”展览室内陈列的相关工艺品，获得村民一致
称赞。一位姓李的村民说，村里绿化园林多，果
树多，过去修剪的树枝一扔了之，没有想到合理
使用。现在看了“乡村人才振兴大院”展览，大
开眼界，今后要跟王主任好好学习，拜他为师，
让园林废弃物变废为宝。
王凯介绍，为了助力李大人庄村搞好乡村

振兴，他们在村里建立了“乡村人才振兴大院”，
就合理利用园林废弃物和园林花卉繁育两方
面，为村民提供服务。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
村庄景观环境，推动李大人庄村乡村旅游发展；
另一方面培养技术人员，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美
化村庄生态环境。
李大人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姜男

高兴地说：“入驻‘乡村人才振兴大院’的专家为
我们村送来了村民急需的专业知识，增加了乡村
旅游的内容，我们特别受益。我们还将与专家们
深入合作，继续提升绿色生态保护力度，深入挖
掘乡村文化旅游资源。”
现如今，武清区“乡村人才振兴大院”已

在雍阳大地遍地开花。在上马台镇的隆泰家
园社区，书法家刘士来为书法爱好者授课；胡
洋工作室专家讲解农村家庭冬季安全用电常
识。与此同时，在大碱厂镇、白古屯镇等多个
镇，专家们分别在教育、农业、文化、卫生等领
域为基层把脉问诊、授业解惑，群众纷纷点赞。
武清区委组织部介绍，基层群众可以通

过“美丽武清”App或村党群服务中心，查阅
武清区“乡村人才振兴大院”公共服务清单，
将需求报给村党群服务中心，各村党组织梳
理汇总需求上报镇街后，通过“武清人才易网
通”系统发起点单流程。相关职能部门在10
个工作日内统筹向基层派遣专家，开展基层
点单服务。目前他们谋划建设了6个服务示
范基地，引入教育、卫生、农业等领域专家提
供专业服务，为全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人
才支撑。

在武清区北部大良镇所在的廊良公路、
崔良公路等多条公路主干线上，一年四季，路
面宽阔平坦，特别是夏秋两季，公路上再也没
有小麦、玉米等秋粮在路面上晾晒，车辆行驶
特别安全，过往司机纷纷点赞。
公路晒粮，侵占路面，严重影响交通安

全，而村民们收获的粮食又急需摊开晾晒，否
则受潮受损，影响粮食安全。怎样化解这个
矛盾做到“双赢”？大良镇是武清区粮食生产
大镇，公路不让晒粮，收获的小麦、玉米又在
哪里晾晒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走
访，一探究竟。
大良镇大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

秀侠告诉记者：“过去，没地方晒粮，所以大伙
儿都把粮食运到公路上晒，省事，却造成了交

通隐患。但是去年，我们全村收获的小麦、玉米
都没有在公路上晾晒，而是运到镇工业园区内空
闲的硬化场地上晾晒了，村民们都满意。这要感
谢武清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工作人
员及时帮助我们，感谢他们积极和镇工业园区协
商对接，让全村1000多亩小麦、玉米及时得到晾
晒，解决了村民晒粮大难题，也确保了公路交通
安全。”

该执法支队负责人介绍，农民在公路上晒
粮严重影响交通安全，必须禁止，但如果采取
简单驱赶、罚没等措施，不但会遭到村民反感，
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疏堵”结合，
给村民找到一个晒粮的场所，这样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为此，他们积极和属地镇、村密
切配合，仔细勘察，寻找可以晒粮的场所，最后
发现大良镇工业园区内有场地可以临时晒粮，

在园区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地让村民把玉米运
到园区晾晒。
此外，武清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还

和河西务镇、河北屯镇、崔黄口镇等粮食生产大
镇对接，协调帮助镇村积极开辟公共场地晒粮，
利用村中闲置场地等晒粮，化整为零，适时晒粮，
颗粒归仓，确保了公路交通畅通、安全。
为了全面养护好国、省干道和乡村道路，

武清区交通局下属多部门常年坚持入村开展
相关道路教育宣传，号召村民自觉遵守相关规
定，保护好家门口的道路。沿线广大村民立即
行动起来，纷纷加入护路志愿者队伍。刮风下
雨，路边树木倒伏，及时报告清理；冬天下雪结
冰，路面湿滑，自觉加入清扫队伍，很多志愿人
员护路，成为乡村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我家住那栋楼！这真是过年娶媳妇——
双喜临门。”日前，在东丽区新立街道金悦里还
迁小区，窦玉峰左手举着手里的钥匙，右手指着
一栋新楼，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举手投足间有
点儿欣喜若狂。楼门上挂着红色的条幅，上写
“欢迎回家”四个大字，异常醒目。

42岁的窦玉峰是原新立村人。选房当天，
窦玉峰一大早就来到选房地点。选房现场设立
了引导处、政策咨询处、监督处和选房处，整个选
房过程井然有序。此外，现场还设置了公告区，
选房过程实时公布，做到公正、公开。从进入选
房楼、获得楼房分配顺序号，到核对身份信息、签
订《选房结果确认单》，再到拿到钥匙，不到40分
钟窦玉峰便选上了心仪的房型。“挺满意的，摇号
选取了一套3号楼的三室，一套2号楼的银角偏
单，这个一楼打算给老人住，方便，不用上电梯。”
选完房后，窦玉峰直接来到了自家的新房，急不
可待地去看看新家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全家日
思夜盼的新房子，我们的幸福就是能选到满意的
房子。”窦玉峰的脸上满是笑意。
能够如期还迁到新的楼房、搬进新居，对于

窦玉峰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的确是
家中的头等大事。“我们家六口人，父母、我跟我
爱人，还有俩孩子，恨不得早搬进来。”窦玉峰高
兴地说着，手里紧紧地攥着钥匙，“做梦都没想
到，我一个农民终于‘上楼’了。”
不仅新“抓”的房子让窦玉峰喜欢，谈话间

得知，新房的邻居也都是原新立村的老邻居，况
且，他最要好的老邻居周艳斌抓取的楼房顺序
号，就在他家对面的三号楼房，这让窦玉峰更加
高兴了。“换了新房子，还是老邻居。”见到窦玉
峰，周艳斌赶快迎上去，他笑呵呵地说，过去住的
是平房，一到下雨天，心里就不踏实，老担心漏
水，这马上要“上楼”了，再也不用担心这儿担心
那儿了！赶上好政策，大家都能好好享受一把。
“这房子我们盼了很久了，离过年时间太紧

了，不然的话就打算装完修上新房过年。”老哥
儿俩表示，不管过年时住不住得进去，过年时他
们会互相帮衬着收拾收拾房子，贴贴吊钱儿，肯
定得喜庆喜庆。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除了窦玉峰、周

艳斌，50余户还迁安置户都拿到了期盼已久的
新房钥匙。这份令人欣喜的礼物，对他们来说，
比过年还高兴，村民们日夜盼望的“安居梦”已
经照进现实。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也是2021年

东丽区的鲜明底色。去年，东丽区全区近两万
人搬进了宽敞明亮、配套完善的还迁房，广大百
姓从“有居”到“宜居”，生活质量更高，美好生活
的成色更足。同时，东丽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也立足岗位、扎实推进还迁工作。“去年我们都
很拼，今年我们还要更好地拼下去，争取让更多
的居民住上自己心仪的房子。”新立街道城市建
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孙玉江说。
冬日的阳光照进金悦里还迁小区居民家中

的阳台上，居民们打量着自家新房，憧憬着美好
的生活，心里也洒满了幸福的光芒。“我们打算
一块儿装修，一块儿搬家，希望2022年越过越
好，生活越过越美满。”窦玉峰和周艳斌异口同
声地说。

路面不晒粮 交通更安全
乡村新貌 本报记者 陈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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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命》第21、22
集 丁大命匆匆返回大梨
树镇，被魏家英发现，并报
告了佘魁元。佘魁元连夜
赶到泰丰粮行，审问丁大
命近日的行踪。关世才恰
好赶到，为了在佘魁元面
前邀功，便主动请缨要亲
自审问丁大命。关世才一
副胸有成竹的姿态，想要
在丁大命的口中找出破
绽，没想到丁大命对答如
流，与关世才审问山杏说
法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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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第7—9
集 福来和小粉蝶两情相
悦，老萧表示一定要把干
妹妹的婚事办好，他嘱咐
小粉蝶和福来，一切听他
安排，他要先把刘姐这个
堡垒攻下来。老萧把改名
为白新生的小粉蝶的照片
拿给刘姐看，刘姐很满意，
唯一的担心就是新生年纪
有点儿大，老萧以“女大三
抱金砖”遮掩了过去。老
萧说新生是革命干部，刘
姐全信了……

天视2套18:25

■《独生子女的婆婆
妈妈》第19、20集 一乐顺
利在竞聘中脱颖而出，成
了宣传科长，一心想要“新
官上任三把火”，作出成绩
来回报领导的“知遇之
恩”，第一把火决定“整
风”。首先从曝光“考勤记
录”开始，结果得罪了有着
各种关系背景的人物，引
来骂声一片……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本期
节目为京剧专场的比拼，登
场的两个票房分别是大昌
国剧社和鸿运京剧社，他们
为获得晋级名额而展开激
烈角逐。为了活跃气氛，节
目还特意设置游戏环节和
知识竞答环节。

天津2套20:45

■《今日开庭》被告
在公众号“煎饼果子爱好
者”中，使用了原告公司的
摄影图片，原告认为这是
侵权行为，可被告却认为，
这个并不是自己单方的行
为，因为这张图片是一个
笔名叫“果子大明白”的作
者向他投稿的作品，并且
还签订了授权承诺书，那
么这份承诺书是否有法律
效力呢？

天视6套18:00

你没读过书？李桂林忍不住
问。看样子，姑娘已十四、五岁。

读书？姑娘看了李桂林一眼，
目光躲到一边。

这才知道，母女俩是从甘洛县
乌史大桥乡二坪村来马托赶集
的。二坪请不来、更留不住老师，村小已
停办多年。二坪人很少出村，除了山高
路险，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同山下世界隔
着一道语言的深涧。都是睁起眼睛的
瞎子，长了舌头的哑巴，哪个不怕——
这是姑娘母亲的原话。

过了很多年，想起姑娘母亲那天讲
起的那件事，李桂林心里仍然说不出的
难过。二坪村有个老乡打到一只野猪，
砍了半边下山换钱。肉卖完，饥肠辘辘
的他走不动了，撞进一家饭馆。他不会
汉话，老板不懂彝话，双方打手势猜起谜
语。老板指指他的衣兜，钱装好，不然
要掉出来。老乡以为老板怕他没钱，掏
出一张“大团结”。“大团结”那时是真的
“大”，老板摆摆手，钱先收好，吃完再
说。老乡比划半天，“言”下之意，这么
大张的钱还嫌小，我可等着找零！老
板急了，你不开腔，我又不是你肚里蛔
虫，咋晓得你想吃啥。老乡心里苦，红
着眼圈又摸出几张零钞。老板彻底被
搞糊涂了，转身去找隔了两间门店的
彝族朋友做翻译。远远的，老板和朋
友见那老乡手忙脚乱背上背篼往外
跑，以为他顺了店里东西，拔腿追了上
去。把人拦下却发现，事情从一开始就

是误会。误会根源却是老乡不光不识字，
还认不得钱，先以为老板要敲他竹杠，后
来又以为是买肉的人骗了他，给了一张不
顶用的票子。看老板找了人来，以为遇
到“棒客”，他更怕了……

天底下竟然还有人认不得钱，李桂林
无论如何不相信。但这个不相信只是不
愿信而已，他知道，人家没必要骗他，就是
骗，这个故事也编不了那么圆。告别母女
俩，李桂林去了乌史大桥乡。前不久，乌
史大桥乡派了人来，说李老师你书教得那
么好，你在马托工资43元，要是肯到二坪，
我们给60元。别说多给17元，就是再多
17元也提不起李桂林的兴趣。李桂林在
马托是“代民师”，要是去了二坪，身份就
成了“代课老师”。“代民师”寒暑假工资照
发，“代课老师”假期里却不说这头。“代民
师”和“代课老师”更大的不同是，如果有
指标，前者有资格参加转正考试，后者则
只有看热闹的份儿。换言之，若说“代民
师”已矮人一头，当了“代课老师”，又要
矮下半个肩膀。所以，对方开的条件，李
桂林一点儿都没往心里去。与母女俩的
邂逅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想知道大凉
山的版图上有一个怎样的二坪，也想知
道一个地方何以闭塞到如此地步。

2 说不出的难过

鼎式盖的配置，使“时大彬制”
款圆壶婀娜的身姿平添古意。底
足内单行竖刻“时大彬制”四字阴
文楷书款。1968年江苏省江都县
丁沟镇曹氏墓出土的“大彬”款六
方壶，现藏江苏省扬州市博物馆。
墓葬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此壶泥
色呈赭红，红如胭脂。壶身呈六棱柱形，
用泥片镶接而成。壶嘴为六角形，壶把
为五角形，均为切削而成。壶底有“大
彬”二字楷书款。

1984年江苏省无锡县甘露乡肖塘
坝华师伊墓出土的“大彬”款三足圆壶，
现珍藏于江苏省锡山市文物管理委员
会。与此壶同时出土的墓志表明，墓主
是明代南京翰林学士华察之孙华师伊，
卒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葬于明崇
祯二年（1629）。华氏当时是无锡望族。
越剧《三笑姻缘》中明代大画家唐伯虎在
无锡华太师府屈尊当书童，最后终于点
中丫鬟秋香做妾。这个华太师，指的就
是华察。不过，这是戏而非历史。这件
三足圆壶，是时大彬壶由大改小的代表
作之一。壶通高11.3厘米，口径8.4厘
米。壶身呈球形，素面无饰。只是在壶
盖面上，环绕壶纽饰有四瓣柿蒂纹。壶
的底部有三只小足，与壶身有
机结合，浑然一体，无粘接之
感。壶嘴外撇，与柄对称。在
壶柄下方的腹面上，横排阴刻
“大彬”楷书。壶通体呈褐色，
面上有浅色颗粒，虽不细腻，

却有“银砂闪点”之妙，后人称之为“砂粗质
古肌理匀”。它是明末紫砂壶中的瑰宝，饮
誉海内外。1994年，邮电部发行“宜兴紫
砂陶”邮票，其中一枚的画面就是时大彬的
三足圆壶。时大彬、徐友泉、李仲芳、欧正
春之外，明代后期的知名紫砂艺人还有邵
文金、邵文银、蒋伯夸、陈用卿、陈文卿、闵
鲁生、陈光甫、邵盖、邵二荪、周后溪、陈仲
美、沈君用、陈君、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
承云从、陈君盛、陈辰、徐令音、项不损、沈
子澈、陈子畦等。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绝
技，设计制作出龙蛋、印花、菊花、圆珠、莲
房、提梁、僧帽、汉方、梅花、竹节等壶型。
陈仲美曾在景德镇造瓷，他将瓷雕技术融
入陶艺，所制花货令人耳目一新。他还最
早将款和印章并施于壶底。陈用卿第一
次将铭文刻于壶身，且用行书取代楷书。
此前，紫砂壶上都不刻任何铭文，即使是
制壶艺人的名款也仅以楷书刻在壶底。
李茂林则首创匣钵套装壶入窑，烧成后

壶色光润，无裸胎露烧所产生的
瑕疵。由于时大彬确有多把茗
壶传世，而且在当时众多制壶名
家中鹤立鸡群，后世仿制明代紫
砂壶者便多以“大彬”或“时大彬
制”为款，以牟高利。

86 三足圆壶上邮票

这天，双庆想去小酒馆，路过
十字街口，一群男女正在大槐树下
议论他，他凑近了，那些人声音反
倒更高了，他真的急眼了，你们可
以冤枉我，但是你们不能这样糟践
陈晓敏。那些人狂笑着把双庆推
过来搡过去。双庆一怒之下，就往大槐
树上撞，立马就头破血流了。双庆想用
鲜血证明自己的无辜。宝明听说后，大
为震惊，在广播里说，现在楼村正处在
搬迁的关键阶段，不要出乱子，干扰正
常的搬迁工作。大家不要捕风捉影。
传播谣言是一种犯罪行为，如果出了人
命，公安局来调查，传谣的一个也逃不
脱干系。我劝大家管好自己家的事，更
要管好自己的嘴，多想想如何把自己家
的日子怎么过好，别人的事不要乱插
嘴。宝明的话起了作用，谣言似乎沉寂
了好多。双庆以死证明自己清白，打消
了人们对他的怀疑。那么，不是双庆，
还有谁跟陈晓敏关系密切呢？毕竟陈
晓敏怀孕了是事实。

人们又怀疑二侉子，因为这小子
油头滑脑油嘴滑舌，还老喊人去小酒
馆玩纸牌，更有人煞有介事地说陈晓
敏有一块地跟二侉子的地紧挨着，也
许那事就是在庄稼地里发生的，好像
理由特别充分，事实不容分辩了。这
个传言灌进二侉子媳妇耳朵里，女人
责问二侉子玩纸牌斗地主，非得往寡
妇门前凑，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二侉
子怎么解释，媳妇也听不进去，反而费

尽口舌越说疑点越多。女人一怒之下，
带着孩子回娘家了。临走搁下一句话，
除非找出了奸夫证明不是他，否则她这
一辈子再也不回来跟他过日子了。

二侉子心里是真的苦，可怎么也解
释不清了，而他心里感觉陈晓敏丈夫的
堂弟李广清嫌疑最大，除了他还有谁？
那副色鬼模样，见到人家姑娘媳妇聚在
一块儿，就往堆里扎，没话找话，打情骂
俏。没错，估计就是李广清。谣言如虎，
陈晓敏比那些被怀疑的男人更痛苦，怎
么解释，她发觉自己在人们眼里已经成了
臭狗屎，真是丧气到顶了，难道女人没了
男人就不许跟别的男人说话，就不能有任
何接触了吗？就因为捕风捉影、添油加醋
的舆论，让陈晓敏成了村里不正经的女
人。女人们见到陈晓敏，不是退避三舍就
是横眉竖眼，甚至等她走后还要回过头使
劲往地下吐口水，似乎若不如此，自己就
跟陈晓敏也是同流合污一类人。男人们
无论以前对陈晓敏有多大的非分之想，此
时此刻摇身一变，都成了正人君子。别说
打招呼了，现在是轮到他们目不斜视，好
像一旦接触到陈晓敏的目光，就会被拖入
是非之地。陈晓敏怀孕的消息就像一个
旱天雷，震撼着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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