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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绿色通行证”

不误农时不负春

本报记者 刘国栋 通讯员 杨同文

武清区积极做好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工作

让困难家庭无忧让老人安享晚年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张巳初 王昕

打响“蓟州农品”品牌助农增收
乡村新貌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曾子益 杨天宇

及时精准将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纳入兜底
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对农村“特困”老人
开展集中供养；对困难儿童实施“点球式”救助，
让“祖国花朵”茁壮成长……武清区认真落实党
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方位做好全区
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工作，做到看病不发愁、养老
有保障、吃穿更不忧，努力让每一个困难家庭都
充满欢乐。

政府伸援手
尿毒症家庭“枯木逢春”

武清区陈咀镇盛世豪庭社区的白自安家是
特殊户，今年45岁，他不幸得了尿毒症，因为每
周要进行透析，不能工作赚钱，他还有一个15岁
的儿子正在上初中，家庭生活很困难。
4月 8日，记者来到盛世豪庭社区，在街

道社区办公室，见到了白自安。他介绍，前几
年他就生病了，但病情并不严重，还能打工赚
钱。但后来尿毒症病情加重，不能再工作上
班，每周都需到医院进行血液透析，医疗费用
很多。
正当他愁容满面的时候，镇里、社区工作人

员了解情况后，在本镇积极实施救助的同时，第
一时间向武清区民政局为他提出低保申请，帮
助白自安解决生活难题。武清区民政局特事特
办，仔细调查核实后，及时批准，让白自安家每
月得到了相应的低保费，还有困境儿童基本生
活费。
白自安每周要进行血液透析治疗，医疗

费用不少。为帮助他减轻负担，区、镇民政等
部门又联手帮助，让他及时享受城乡医保以
及大病医疗救助政策，他本人只负担很少一
部分医疗费用，其余大部分都来自政府相关
救助。
白自安激动地说：“由于得到了区民政部

门和镇政府及时救助，让我能够定期坚持治
疗，儿子学习刻苦，学习成绩不错，我对未来充
满了信心。”
陈咀镇镇长王岚介绍，为让困难家庭得到

及时救助，在区民政局指导和帮助下，该镇坚持
“四到位”，全面做好临时救助工作，帮助困难群
众有效解决突发性、临时性生活困难。自2021
年1月以来，该镇及时发放相关救助金，有效缓
解了困难群众因重大疾病、突发性事件等造成
的生活困难，充分发挥了“兜底线、保基本”的
作用。

精准保障功夫足
无人抚养儿童茁壮成长

梅厂镇王唐庄村村民曹立家庭特殊，他本人肢
体二级残疾、丧偶，全家3口人，15岁的女儿，正在
上初中；11岁的儿子正在上小学。由于家庭情况特
殊，两个孩子不能享受父母正常关爱，按照国家相
关政策规定，姐弟成为了事实上的无人抚养儿童。
由于曹立有残疾，家庭没有固定收入来源，两

个孩子尚在读书，家里十分困难。了解这一情况
后，镇相关部门及时向武清区民政局为两个孩子
提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待遇救助申

请，很快得到区民政局的批准，让两个孩子生活无
忧，快乐成长。
黄花店镇邵七堤村村民王保境，智力二级残

疾，妻子是智力一级残疾。由于父母身体情况特
殊，6岁的女儿、2岁的儿子均成为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为了确保姐弟健康成长，区、镇民政部门接
力开展救助，及时批准其享受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基本生活费待遇。
武清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副科长刘玉玉介

绍，为帮助困难家庭孩子健康成长、完成学业，区、
镇民政部门上门入户走访，对相关人员进行全面
摸排登记，做到填报数据准确、真实，做到“应保尽
保、不漏一人”。
武清区民政局还在精准保障上下足功夫，

严格执行救助标准。与此同时，在关爱措施上
下足功夫，及时指导镇村做好定期走访、法律
知识宣传、督促落实监护职责，切实保障儿童
基本权益。定期联合有关部门、社会组织积极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助力孩子们健
康成长。

集中供养
农村“特困”老人享福

春日融融，柳绿花红。每天上午10时，住在
武清区雅静元养老院的闫奎年老人戴着口罩，步
行来到院子里散步健身。虽然受疫情影响，养老
院全封闭，但老人心情依旧很好。
闫奎年是一位农村“特困”老人，原来在镇里

敬老院生活，身体一直不好，需要借助小推车辅助
慢慢前行。自从住进雅静元养老院享受集中供养
后，由于得到护理员的精心照顾，老人身体得到恢
复，现在可以基本上独自出行，不再借助小推车
了，老人非常高兴。
武清区民政局副局长石海波介绍，为让“特

困”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最近几年，他们将原来分
散在部分镇街敬老院的老人集中起来，安排到养
老设施条件好、护理水平高的社会办养老院养
老。集中供养，食宿条件得到大幅改善，生活质量
得到大幅提高，集中养老的老人数量已经超过
260人。
一位姓李的老人高兴地说：“我们这些农村

‘五保’老人，无儿无女，孤身一人，雅静元养老院
从多方面照顾我们，让我们住标准间，有独立卫生
间和24小时热水；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饭菜
花样多，可口营养好。对于一些身体有病的老人
更是精心照料，我们特别感谢党和政府的关爱，感
谢养老院的付出。”
有一位老人，今年77岁，入住前已身患心肌

梗塞等多种疾病，身体状况十分不好。入住这家
养老院集中供养后，养老院安排专人24小时进行
护理，及时提供急救药品，让老人身体状况得到
了好转。
雅静元养老院院长艾芹介绍，受疫情影响，养

老院实施封闭管理。为确保老人身体安全，在区
民政局直接协调帮助下，医务人员及时给老人注
射疫苗，每周给老人进行两次核酸检测，每天多次
对老人房间等进行消毒。与此同时，准备好米面
粮油、肉菜蛋奶等生活物质，老人的生活没有受到
任何影响，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武清区民政局局长王春来表示：“民生无小

事，枝叶总关情。我们要深入践行‘民政为民、民
政爱民’理念，严格落实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制度，
依托困难群体主动发现机制，及时精准将符合条
件的家庭纳入兜底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尽保’，确
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

（本文照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4月9日一大早，东丽区金钟街道
欢坨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于耕海来
到自己的西红柿大棚，看着长势喜人
的秧苗，他高兴地说：“今年又是一个
好收成。”然而，就在几天前，这些绿
油油的秧苗却让于耕海茶饭不思、寝
食难安。
“当时，正是西红柿植株需要人

工授粉的关键时期，但受疫情影响，
小区被划定为防范区，务农人员都出
不来。”谈及当时的情形，于耕海说，
他共种植了15亩西红柿，满心期待
着今年能有个好收成，却因无法及时
为西红柿授粉而一筹莫展，“大棚里
种植的西红柿只能靠人工授粉，并且
只有7天左右的时间，一旦错过了这
个时期，一个冬天就白忙活了，农时
不等人啊！”
控制人员流动是防疫工作的重中

之重，但怎样才能不误农时，让务农人
员可以便捷地出入社区，到自家的西
红柿大棚“上班”呢？东丽区金钟街道
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统筹股份经济
合作社建立日调度制度，落实合作社
成员从居住社区到田间地头的闭环管
理工作机制，确保疫情防控和农业生
产两不误。“农民在哪个区片，种多少
地，种哪些蔬菜，先由股份经济合作社
的干部认定，社区根据认定结果再开
具出行证明。”金钟街道公共安全办公
室负责人孙广阔说，在确保疫情防控
措施到位的前提下，金钟街道为200
多名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务农人员开具
了绿色通行证，全力保障大棚蔬菜的
正常生产。
一张绿色通行证，实现了点对点

的出行。于耕海的20多万棵西红柿
秧苗不仅能够全部完成人工授粉，而
且逐渐成熟的西红柿也能够及时采
摘上市。“疫情防控有精度，更有温
度，十分感谢街道工作人员。”于耕海
高兴地说。
高效务实，精准服务。金钟街道

6000多亩的蔬菜生产基地不误农时，
全部完成了抢种抢播、间苗育秧。同
时，通过采取为商超市场定点供货、网
络订购等方式，进一步畅通了销售渠
道，不仅让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成员们
有了一份稳定的经济收入，还保证了
每天超过10多个品种、总量2500多公
斤的蔬菜投放到市场，有效满足了市
民需求。

“网友们好，这是我们用当地酸梨加工成的
酸梨汁，酸甜可口，营养丰富，让您喝了还想
喝……”连日来，蓟州农品电商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化身带货主播，在线上与网友们热情互动，热
情推介山楂汁、酸梨汁、蓟州板栗等优质“蓟州
农品”。
蓟州区青山绿水，生态环境一流，每年

都生产大量优质绿色农产品。为把“蓟州
农品”推广给全国的消费者，助力乡村振
兴，2020 年由区政府牵头，成立了蓟州农品
电商中心，宣传展卖蓟州区绿色食品和特

色农产品。
蓟州农品电商服务中心主任高艳介绍，该电

商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销售农产品 480多万
元。先后在抖音平台、淘宝直播、爱逛平台三大平

台进行直播，特别是在天猫平台，复购率非常高，
对“蓟州农品”非常认可。她们还启动直播电商、
私域电商等，实现一键购物，绿色蔬菜顺丰包邮到
家，真正做到让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新鲜绿

色蔬菜。
蓟州区绿食中心主任李宝广介绍，近年来，蓟

州区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着力打造“蓟州农
品”区域公用品牌，并在优化产业布局、聚焦京津
冀市场、广开销售渠道等方面下足功夫。蓟州区
绿食中心，作为全区绿色农产品统筹生产销售管
理部门，牢记使命担当，多措并举，在扩大种植面
积的同时，积极搞好宣传推介活动。目前，已初步
建立起了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多元化营销的
现代农业品牌发展格局，有力带动了区域农业产
业升级，促进了农民增收。

李桂林最后一个起跳，起身、
抓树、落地，几个动作都是一气呵
成，可由于前方有人，担心把谁撞
到岩下，他用在脚下的力量就欠了
些。这一来脚后跟悬了空，他的身
子风吹树梢般晃荡几下。好在离
得最近的木基巴叶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木基劳九也从木基巴叶腋窝下伸手揪
住了他的衣领……

在二坪，没有人说得清他们的祖先
来到这里到底有多少年。二百年、三百
年、四百年的说法都有，都是长辈们说
的，而长辈们的说法，同样来自他们的长
辈。为此，他们有时也会站在长辈的立
场争论一番。

在李桂林他们确定引水路线20多
天后，当白花花的自来水顺着水管流到2
组14户人的屋檐下，他们的看法却高度
统一：水不是背回来、抬回来的，竟是自
己长了脚“走”回来的，而且“自己回来”
的水里没有枯枝败叶，没有牛屎羊尿，没
有泥土沙子，没有颜色和气味，这是二坪
几百年来最大、最不可思议、最看得见人
和人不同的变化。

就连68岁的木呷举打明明有些
过头，从大处说已经过了时，从小处讲
并不怎么吉利的一句话，全村几百号
人，除了李桂林和陆建芬，也没有一个
站出来挑出里面的毛病。木呷举打是
这么说的：李老师是毛主席和共产党
派过来解救我们的。今天喝了这口
水，就是明天死了也值得了，也要感谢

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二坪村1组、3组的人羡慕2组的人有

自来水喝，但没有和他们一样自掏腰包集
资引水，是因为实力背叛了愿望。水管接
通，另两个组的人看热闹，来时两眼放光，
走时黯然神伤，李桂林看得明白透彻。这
也是他没有趁热打铁的原因，而他最初的
计划里，等2组把水接通，他要再试一试，看
另两个组思想工作能否做通。
“正事”毕竟是教书。学生多事情也

多，2组以外的人有没有水喝这档事，很快
就被一张张娃娃脸、一堆堆作业本从眼前
挤进余光，再到余光里也挤进了娃娃脸、
作业本。再次想起这件事来已是两年以
后，起因却是3组所日木乃和木乃沙加为
一头牛大打出手。架是为牛而打，源头却
在水上。所日木乃家以前背水要走两三
里地，后来，脑子一转，不出200米，他家有
了水吃。水是从悬崖上滴落下来的，断断
续续，丝丝缕缕，落到地上，翻个身打个
滚，有的碎了散了消失了，有的则从地上
跳起，跌向下一道悬崖。所日木乃想，喜
鹊做了窝就有了家，要是给高处滴落的水
也做个窝，它们不是也有家了吗？这一
想，所日木乃身上的血便升到了从来没有
到达过的高温。

92 没有趁热打铁的原因

中国的文人雅士们如此嗜石
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的。他们爱
石，不是猎奇，不是无聊，更不是炫
富，而是一种美的享受，一种精神的
渴求。诚如朱良志《顽石的风流》一
书所言，那默默无言的顽石，寄托了
中国文化人太多的感情，帮助他们认识
了生命的真谛和宇宙的秘密，“中国人玩
石，与其说是品石，倒不如说是品人，通
过石来品味人生，品味生命”。
米万钟爱石，还与钟爱文人园林有

关。这一点，也是得自乃祖米芾的真
传。朱良志在上引书中还指出，所谓文
人园林，并非特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
文人士大夫所创造的园林。这里的“文
人”非指身份，而是指一种与重技术、重
体量、重外在气势的园林相对的一种园
林范式。它重视诗意境界的创造，而不
是外在的形式铺排；重视心灵的体验，而
不是外在技术性的追求。
中国园林发展中“文人园林”的萌芽

始于唐代，到明代中期即蔚为大观。其
间，北宋是其生长发育的一个重要阶段，
米万钟的先祖米芾则是这种园林范式的
极力推阐者和实践者。他所做“研山
园”，就是以文人的雅趣作为重要的追
求，并获得了成功。而在文人
园林的构筑中，“石”是一个极
为重要的角色。计成《园冶》
说：“片山多致”“寸石生情”“伟
石迎人，别有一壶天地”。正是
在这一拳石、一勺水的精神构

筑中，伸展了人的心灵，极尽了大千意味。
有的顽石还可成为园林的灵魂，如苏州留
园的冠云峰就是一个范例。据冯多福《研
山园记》载，米芾所做研山园中，石就起有
重要作用：“以一拳石之多，而易数亩之园，
其细大若不侔，然己大而物小，泰山之重，
可使轻于鸿毛，齐万物于一指，则晤言一室
之内，仰观宇宙之大，其致一也。”
米万钟对文人园林情有独钟，自对奇

石更为痴情。他在勺园主体建筑勺海堂
所置奇石（今立于鸣鹤园赛克勒考古与艺
术博物馆院中，为勺园唯一实物遗存）。
此石为“米友石”，也有人称“败家石”为
“大青”，此石为“小青”。青者，青芝岫之
谓也。青睐“小青”，就显示了他独到的眼
光，未尝不可将其视为勺园之灵魂和园主
独立人格的表征。当年勺园中还置有不
少奇石。明人咏勺园诗中就有不少是赞
其叠石之美的，如“垒石诧巉岩”“岩姿奇
向七支藏”等。

“米家四奇”中，艺术含量最高
的是“米家园”。米万钟出任河南、
四川、江苏三个县县令的十五年时
间里，深受南方山水园林的熏染，对
我国南方的水乡秀色和文人园林建
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5 岩姿奇向七支藏 23 重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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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汝箕压低声音对唐明安说：
“兄弟，大哥还有话要嘱咐你。组织
上让你和张月霞同志扮作假夫妻，
纯属是为了在敌人统治的上海滩工
作安全，你一定得以一个大哥的身
份，对待和保护她，如果做出违反组
织纪律的事情，再见面时，我会狠狠地收
拾你！”唐明安说：“大哥说的哪里话，我
是有家室、有党性的人，一定会按照组织
上的要求和做人的德与行，严格约束自
己，绝不会做出有违组织纪律和做人道
德的事情来。”听完唐明安的话，南汝箕
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好！你们多保
重，咱们后会有期！”

此刻的张月霞，正将头贴在白云的
肩膀上抽泣。白云抚摸着张月霞的头
说：“行了，月霞，再难舍也得分别啊。”张
月霞擦着眼泪说：“我们这一分手，什么
时候才能再相见啊？”白云开导说：“这就
要看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了，
也许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也许我们长期
互无音讯。不过，这都不要紧，‘两情若
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只要我们
的心贴在一起，共同为了党的事业，为了
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好日子，而与敌人进
行斗争，就永远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见
与不见不都一样吗？”张月霞唏嘘着说：
“理儿是那个理儿，但实际感受可不一
样，我不愿意离开您。”

白云作为张月霞的上级，又是把月
霞带上革命道路的人，这些年来，一直把
张月霞看作自己的小妹妹，张月霞每次

执行任务，她都惦记得吃不下，睡不着，生
怕她会出现什么意外。于是，她说：“行了，
别婆婆妈妈的了，看你这些年与敌人斗争，
哪一次都是有胆有识，干脆利索，今天怎么
就这样磨磨叽叽的呢？我和南书记马上就
走，你不许再哭哭啼啼的了。”这次组织上
派张月霞和唐明安去上海，白云还真是对
张月霞放心不下，但担心是担心，任务是任
务，一个共产党员在组织决定面前，只有服
从。这样，她才强忍着和张月霞即将分别
的留恋之情，做出极严肃的样子。张月霞
擦干眼泪：“好吧，我不哭了，您一定保重！”
南汝箕和白云开始告别：“你们也要保重，
再见！”说完，战友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组织上派给自己新的工作，又是和
唐明安一同去上海，张月霞很高兴。但
她想到要离开家，把妈妈一个人扔在安
西，张月霞的心中又有一种惦记和不安，
高兴、惦记和不安的心绪，搅合在了一起，
张月霞失眠了。母亲理解女儿的心情，
就安慰月霞不要惦记家里，说自己身体
还很壮实，每天给人缝缝补补、浆浆洗洗，
也能混口饭吃，让女儿放心前去。张月
霞心中明白，妈妈虽然嘴里这样说，心中
其实是极不情愿让自己离开家，只身到
几千里地之外的上海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