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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当好“后盾”

近日，在泗县黄圩镇孙苏村，驻村扶
贫工作队队员程刚和两名同事一道，提
着大包小包防疫物资， 步行前往大苏庄
走访。路上遇到村民，他们不时停下脚步
热情打招呼， 询问乡亲们年货准备得如
何，并不忘提醒大家做好疫情防控。

今年 30出头的程刚， 老家在安庆
市岳西县，2015 年考入泗县林业局林
技推广站，2017 年被选派到泗县黄圩
镇孙苏村驻村扶贫。妻子谭莉也放弃在
淮北的工作，通过招考成为泗县瓦坊乡
中心小学教师。 因为平时工作忙，回老
家一次不容易，以前每年过年，两口子
常会因为去哪边过年产生分歧。 “今年
咱家意见空前一致，我们已经提前和双
方父母商量好，就在村里过年。”程刚快
人快语。

程刚边走边说， 口中氤氲出的热
气瞬间便融进了风里，“今年因为疫情
的原因， 很多人响应国家号召就地过
年，我们村里也有 50 多名在外务工人
员表示不回乡过年， 我们工作队要想
方设法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化解他们的后顾之忧。 ”

看到驻村工作队员上门，70 岁的
脱贫户苏彦纯立刻停下了手中的活，
高兴地迎了上来。 老人的儿子苏勇明
在深圳打工多年， 每到年底厂里的订
单量激增， 他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回家
过年了。前段时间，苏勇明给父亲来电
话说今年春节一定要回家团聚， 但是
在国家发出“就地过年”的倡议后，苏
勇明积极响应号召， 决定继续留在深
圳过年。苏彦纯老人赞成儿子的做法，
叮嘱他在深圳安心工作。

程刚给苏彦纯老人送上了口罩等
防疫物资， 并向他讲解冬季安全用火
用电知识，询问老人生产生活情况。正
在大家聊天时，老人的手机响了，是儿
子拨来的视频电话。 “你在那边安心过
年，家里一切都好，驻村工作队的干部
每天都来走访 ， 对我们照顾得很周
到。 ”老人说，便捷的网络让相隔千里
的父子可以经常“面对面”。

接过老人递来的手机， 程刚和苏
勇明聊了起来 ：“我是村里的扶贫干
部，和你的情况一样，今年也不回去过
年了。 你在那边安心工作， 苏大爷这
边，我和村里会帮你照顾好的，有什么
情况，我也会随时联系你。 ”手机这头
的程刚，语气铿锵有力，手机那头则是
真诚的道谢与爽朗的笑。

从苏彦纯老人家出来后，程刚又
走访了两户贫困户。 “带头响应国家
政策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是我们驻
村扶贫干部的责任。 我留下来就是为
了帮助村里外出务工人员照顾好家
里的老人和孩子，为他们守好‘大

后方’。 ”程刚说。

就地过年 别样风景

走近·关注

�� 为减少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风险， 各地纷纷倡导春节假
期非必要不流动。许多在异乡打拼的人们积极响应号召，将
归途变成坚守———

·每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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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假把式”
寻求传统武术新突破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发文，明确指出十类须重点清理整治的

武术乱象，包括组织或参加不规范的赛事活动，随意自创门派、
私下约架、恶意攻击、相互诋毁、歧视他人，自封“大师”“掌门”
“正宗”“嫡传”等称号，欺世盗名，招摇撞骗，误导群众等。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武术博大精深，
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推广传统武术，不仅能培养人们强健的
体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有助于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增强
民族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但近年来，一些“伪大师”打着武术
的幌子招摇撞骗，借助“病毒式营销”疯狂炒作，制造社会热点，
吸引网络流量，谋取个人私利，严重阻碍传统武术的健康发展。
此次有关部门发文整治武术乱象、规范赛事活动，是对损害中
华传统武术形象的有力回击。

赶走“假把式”，才能回归“真武术”。传统武术是国粹，体现
了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气神，承载着礼、德、勇、信、敬等中华传
统美德。事实上，之所以出现“伪大师”鱼目混珠、传统武术被商
业绑架等种种乱象，和部分人“武德”不高、价值观念扭曲有关。
习武者不能仅靠传统竞技套路包打天下，还要深刻理解武术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武学的精神实质。传技先传德、习武先习礼，中
国武术应该成为一种“君子文化”，让人们通过练习武术，培养
良好的德行，而不是造就一群无知的“武夫”。 新时代中国传统
武术的推广与发展，要更加注重武术文化与精神内涵的继承与
发扬，营造武术行业的良好风气，实现武术与社会和谐发展。

赶走“假把式”，还要寻求“新突破”。 武术一旦包罗万象或
过分追求难度，就容易不接地气，让人无所适从。传统武术的发
展不能走曲高和寡的道路，变成少数人的运动，而应融入现实
生活，满足普通人的需求。找准定位，根据目前人们的多元化需
求，开发传统武术新的价值，把功能相同的武术拳法整合起来，
提炼出普遍适于大众学习的内容，使传统武术成为有锻炼价值
和学习价值的活动，而不仅仅作为高高在上只适于欣赏和竞技
的项目。 韩国的跆拳道、日本的空手道提供了可以练习的实质
内容，并成为了奥运会比赛项目，因而在民间获得广泛传播。传
统武术只有以简捷、实效、易学的方式面向公众，和现代体育、
全民健身运动、竞技体育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价值与功能。

让传统武术重塑影响力，不仅是习武者的希望，也是新时
代的呼唤。前段时间，太极拳申遗成功的消息令人振奋，中国武
术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保护。 紧跟时代脚步，挖掘文化内
涵，在传承中寻求突破和创新，传统武术才能真正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获得更大发展。 执笔：韩小乔

发展茶产业 走上致富路

■ 本报记者 罗鑫

本报通讯员 夏忠羽

“前几次寒潮天气对茶树影响不大，节后春茶收成一定不
会差，又是一个好年景。 ”1 月 30 日上午，在郎溪县凌笪乡下
吴村罗市村民组，看着这满园碧绿的茶树，脱贫户朱正清高兴
地向记者介绍。

朱正清所在的村民组，是地处苏皖边界的一个小山村。 俗
话说“靠山吃山”，但十几年前这里的山都是荒山，村民大都选
择外出务工养家糊口，2013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 5000 元，
下吴村成了地地道道的贫困村。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乡亲们返
回家乡，依托茶产业增收致富，村集体经济也不断壮大，2017
年成功摘掉“贫困村”的帽子。

多年前，下吴村“两委”就曾带着村民到邻省江苏考察，鼓励
村民利用当地资源发展茶产业，振兴乡村经济。 从无到有，村里
出现了第一批开荒种茶的村民。 村民吴志成 2010 年开始种茶，
种植规模从 90 亩增加到 130 亩，成为远近闻名的种茶大户。 他
还建起了一条标准化茶叶加工生产线，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脱贫攻坚怎么干？ 看到率先种茶的农户腰包鼓了起来，一
些村民感到种植茶叶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我家 2012 年种植了 10 亩地白茶 ，但因为缺乏种植技
术，年年亏损，到 2014 年，我家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朱正清
说，为了让茶农早日脱贫增收，县里、乡里派来了茶叶种植专
家，手把手教大家种茶、做好茶园管理。 这一年，当地政府还发
放给种茶农户每亩 600 元的补助金。 有了资金、技术的保障，
朱正清家的茶园第二年就净赚 2 万元，实现脱贫。

从 2019 年开始， 朱正清所在的罗市村民组被列为省级
美丽乡村建设点 ，村庄整治以后 ，村里的环境变美了 ，道路
通畅了。 每年春茶采摘期间，新采的茶叶可以及时送到山下
加工销售，茶叶品质也得到了提升。 “路修好了，江苏溧阳的
客户都愿意到我们这来买茶叶 ，我们种茶更有信心了 。 ”朱
正清笑着说 ， 现在 ， 他家的茶园每年纯收入都在 3 万元左
右，日子好着呢。

在政府引导和种茶大户带动下，近几年，下吴村的茶产业
发展迅速。 2015 年以来，该村利用扶贫项目，建成村白茶产业
扶贫基地。 依托扶贫产业项目，村里实施了“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与江苏天目湖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入股合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产业扶
贫基地建成后，共带动村民就业 25 户 30 人，其中脱贫户 8 户
10 人。 “我之前一直在村白茶扶贫基地干活，基地工作不忙的
时候，公司会介绍我到附近的一个山庄打工，一年收入 3 万多
元。在家门口能挣这么多钱，还能就近照顾家庭，这样的工作很
适合我们。 ”脱贫户严达红说。

目前，下吴村茶叶种植面积达到 1.082 万亩。 2019 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 50 余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2 万元以上，贫困户
全部脱贫。

服务有保障 提升获得感
1 月 27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做好人民
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
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针对如何
做好就地过年服务保障的问题， 有关
负责人作出回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赵辰

昕说，要统筹抓好生产供应，指导大中
城市切实组织好蔬菜特别是速生叶菜、
芽苗菜等蔬菜生产，畅通生猪和相关产

品调运，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保障
好煤电油气供应； 要加强储备精准调
节，引导各地全面梳理和充实重要民生
商品储备规模，持续投放中央冻猪肉储
备，组织北方大城市有序投放冬春蔬菜
储备；要畅通运输和配送网络，疏通运
输堵点，确保网络购物配送正常；要确
保销售渠道正常，引导各类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卖场和生鲜电
商等生活必需品供应企业，做好春节期

间货源组织，倡导社区、乡村零售网点
春节假期每天营业时间不少于 8 个小
时。 同时，要强化民生兜底保障。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朱小良表

示，针对近期重点防疫保供地区，组织
重点保供企业落实货源、随时做好应急
调运准备。商务部举办了全国网上年货
节，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年味浓郁、丰富
多彩的促销活动；鼓励各地方和企业为
困难群众、弱势群体以及就地过年的民

众 ，推出年货礼包 、留岗红
包等“送温暖”活动，增强疫情期

间老百姓过年的获得感、幸福感。
就更好满足就地过年群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赵辰昕说，增加网络、电视、
广播等文化体育节目供应，鼓励提供免
费流量、 网络视频 APP 限时免费电影
放映等线上服务，在做好疫情防控和限
量、预约、错峰前提下，保障公共空间开
放时间和旅游产品供给。 （闻则）

■ 本报通讯员 姚森

本报记者 何雪峰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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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8日，合肥包河区周谷堆社区志愿者来到辖区居民河南信阳务工人员彭雪家，送上合肥特产
炸圆子和春联等年货。 外地在肥人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就地过春节，社区志愿者挨家挨户送上新年
礼物，带给他们家一般的温暖。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护佑“花样”生活

临近春节 ，花卉市场持续
升温 ，不少市民都会选购一些
绿植花卉装扮居室 ，给新年增
添吉祥喜庆的氛围。 在泗县屏
山镇花卉苗木基地 ，春天的气
息扑面而来 ， 红掌 、 凤梨 、杜
鹃 、蝴蝶兰等各种花卉竞相绽
放 ，勃勃生机扑面而来 。 基地
负责人林永刚正在指挥工人
将几千株打包好的各类花卉
搬运上车。

跟随着转动的车轮， 这些
花卉将进入各地花卉市场 ，走
进千家万户，装点美好生活。

“这两天平均一天就要运
送 1.5 五株花卉，再加上附近的
散客，订单一直排到年后，根本
忙不过来， 今年肯定是不能回
家过年了。 ”林永刚说。

记者了解到， 林永刚是山
东青州人 ，多年来一直从事花
卉的贸易 ， 生意覆盖全国各
地 。 2017 年 ，他通过招商引资
来到泗县 ，依托屏山镇现代农
业示范区 ，成立了泗县海岱绿
洲花卉有限公司 ，今年春节将
是他在泗县度过的第 4 个年
关。 “我看到泗县的发展前景，
决定就在这里扎根 。 ”林永刚
说。 去年，他说服家人，把妻子
孩子都接到泗县来了。 现在妻
子在基地协助他管理 ，小孩在
屏山中学念初三 ，一家人都生
活在一起 ， 他心里也安定下
来 ，生意也越做越大 。 林永刚
表示 ，花卉行业与其他行业不
同 ，春节期间往往是他们最忙
的时候 ，这些年他也早已习惯

了在春节 “坚守 ”岗位 ，而家人
也习惯了他每年的“缺席”。 不
过今年他感觉更加温馨， 有了
妻子和孩子的陪伴， 在异乡也
能有家的感觉。

花卉培育是个细活，每天早
上 6 点半， 林永刚就要到大棚
里， 指导工人给场馆里的花卉
浇水、 施肥， 查看是否有虫害、
病变，除此之外，还要为室内的
鲜花补光、 通风。 “每一盆花都
要认真对待， 一旦病虫害发现
得不及时或处理不得当， 整片
花田都会被传染， 带来的损失
将是无法估量的。 ”面对即将到
来的春节，林永刚告诉记者，他
的新年愿望是通过技术提升 ，
培育出更多更美的花， 更好地
装点人们的生活。

坚守“光明”阵地

“奶奶，电视新闻我们都看
了， 今年我和妹妹就不能回去
跟您一起过年了， 我们都好想
吃您做的炒米粉、 鱼丸……”2
月 2 日， 国网泗县供电公司员
工陈阿容的双胞胎女儿菡菡 、
羊羊跟远在福建的爷爷奶奶开
启了视频电话。 原本想带着妻
儿一起回福建老家过年， 因为
响应国家 “就地过年 ”号召 ，也
为了做好春节保电值班， 陈阿
容选择了留在泗县过春节。

春节在即， 为更好助力疫
情防控、 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
用电， 国网泗县供电公司很多
外地员工放弃与父母团聚 ，选
择留在当地保障全县人民度过
一个“亮堂堂”的团圆年。

陈阿容的家乡霞浦县位于
福建省东北部，依山傍水，离海
很近，素有“闽浙要冲”“鱼米之

乡” 的美誉。 2008 年大学毕业
后，陈阿容成为泗县供电公司一
名电力员工。 2018 年 10 月，他
被国家电网公司作为优秀人才
选拔到西藏错那县支援两年 。
错那县城海拔 4300 多米， 比拉
萨市区还要高，年平均气温在零
度以下， 每天中午准时刮大风。
除了恶劣的天气，陈阿容还要面
对西藏错那县供电基础异常薄
弱的困境，有一段时间，他同时
要担任营销部、综合部两个部门
的主任。 工作任务繁重，严重的
高原反应让他不得不一边挂吊
针，一边坚持工作。

援藏归来，陈阿容依然与家
人聚少离多。 他的妹妹已出嫁，
父亲身体不好， 作为家中的长
子，陈阿容总觉得亏欠家里
太多太多，父母也非常期

待他援藏结束后，逢年过节可以
多回去看看。 可是，为了保障春
节期间全县人民用电无忧，他和
同事要做好 24 小时保电待命的
准备。 目前，陈阿容负责全县电
网的发展规划，工作内容涉及电
力工程项目、基建监督管理以及
公司的放心满意台区创建、供电
服务质量考核等方方面面。

“岗位就是我的阵地，坚守
岗位，为家家户户送去温暖和光
明，这是一个温暖的选择。 等到
春暖花开， 我一定带着孩子回
去。 ”与父母视频通话结束，陈阿
容沉思良久， 用微信给母亲
发出了这样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