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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济南 2 月 10 日电(记者邵琨)新
春时节，正是北方冬季取暖的季节，山东省阳
信县河流镇沙窝高村农民崔月英却把用了半
辈子的土煤炉收起来了。

“用不着啦。”一进门，崔月英就拉着记者
说，“用上这炉子，干净暖和又便宜，还省去总
加煤、倒炉灰的麻烦。”

在崔月英家的卧室里，墙上有一个白色
的一氧化碳报警器，实时监测室内一氧化碳
浓度。报警器下方有一台生物质炉子，一根烟
囱从炉子里伸出来，通往门厅。炉子上方的显
示器显示“小火”“173 摄氏度”。

“那是炉膛温度，今天天气好，我把它调
成小火，不让它温度太高。它能达到 1000 摄
氏度呢。”他一边说，一边打开炉子上方的进
料口。“一次加上几斤燃料，它会自动续料，不
像过去一天要加煤好几回。晚上盖一床被就
能睡个安稳觉。”

与崔月英所在的沙窝高村不同，阳信县
金阳街道办事处李连芳村的村民冬季取暖连
自家炉子都不用烧，而是村里集中供暖。在村
委会旁边的房子里，有今冬刚投入使用的生
物质锅炉，通过管道及附属设施将热水送到
村民家里的暖气片里。

在李连芳村村民陈富成家里，暖气片
摸上去有些烫手，几个挂衣钩粘在暖气片
上方的墙壁上。“家里有 6 组暖气片，每间
屋子都暖和。今晚洗完衣服，明天早上就能
穿。咱也像城里人一样集中供暖。”陈富成
说。

在阳信，这些炉具里的燃料并不是煤炭，
而是用树枝、秸秆、牛粪、锯末等农林畜废弃
物制成的“绿色”燃料。

阳信县是中国鸭梨之乡、全国畜牧百强
县、中国古典家具文化产业基地。全县 10 万
亩梨树年剪枝 5 万吨，55 万亩耕地年产秸秆

80 万吨，木器加工企业年产生锯末 10 万吨，
肉牛年存栏 27 万头，可产生鲜牛粪 150 万
吨，农林畜废弃物资源丰富。

目前，阳信县有 6 家企业可将这些废弃
物变成村民取暖用的生物质燃料。在阳信县
利民生物质能技术有限公司院内，一捆捆树
枝、秸秆堆成了小山，经过破片、粉碎、烘干、
制粒等多道程序，最终被加工成生物质燃
料。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生态循环”的
原则，通过对购买生物质燃料和炉具的农民
发放补贴等，阳信县在农村推广生物质清洁
取暖。

崔月英算了一笔账，生物质燃料市场价
1100 元一吨，每吨政府补贴 600 元，自己花
500 元就够了。“炉子补贴 2000 元，这炉子还
不到 2000 元，相当于免费。一个取暖季大约
需要 1 . 5 吨生物质燃料，比过去烧煤便宜多

了。”
2018 年冬天，阳信全县有 2 . 5 万户实

现生物质清洁取暖，占全县总户数的约五分
之一。阳信县计划三年内，实现全县 9 . 5 万
户全覆盖。

为了让农民在补贴到期后能继续使用生
物质清洁取暖，阳信县正在开展秸秆换燃料
工作。阳信县生物质清洁取暖领导小组办公
室傅志鹏说，以玉米秸秆为例，阳信县的土地
亩产鲜玉米秸秆 2000 公斤左右。三口之家
4 . 5 亩地，可转化颗粒 1575 公斤，基本能满
足自家需求。

在阳信，秸秆除了能换燃料，还能送到
生产生物质燃料的企业卖钱。记者在阳信
县的李连芳村、洼里赵村等看到，村庄的大
街小巷干净整洁。现在农村有了专门收秸
秆、树枝的经纪人了。秸秆废弃物已经变成
了“暖宝宝”。

这里的农村冬天不烧煤咋取暖
山东阳信推广生物质清洁取暖，秸秆废弃物变成“暖宝宝”

初六的中午，山西文水县的天空飘起了雪花，气温骤
降。在岳父母的千叮咛万嘱咐中，笔者和妻子收拾好行
囊，匆匆踏上归程。

车开出良久，一直在后排安安静静搂着孩子的妻子
突然说：“自从上了班、有了孩子，家乡的风景就只剩冬季
了。”一句话，直戳心窝。

笔者家在大别山脚下，那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比
枯旱的吕梁地区更加四季分明。但忘了已经有多久，没看
过家乡春天的油菜花、没听过夏天的蛙鸣、没闻过秋天的
稻香……从千里之外的济南回老家，大多是在春节假期，
满目所及是冬季的冰冷色调。

远离了家乡的风景，就远离了父母的身影。小时候听
父母说“大人盼种田，小孩盼过年”。岁月轮转，如今我们
长大、走出家乡，不再盼着过年时候可以疯玩的假期和稍
丰富的美食；曾经“盼种田”的父母却盼上了过年，也只有
这个时候，一家人才能整整齐齐聚在一起。

车辆川流不息，一路走走停停。尽管知道我开车时喜
欢安静，但妻子偶尔还是会念叨几句岳父脑梗之后的康
复情况、岳母多出来的白发、大舅哥的生意。离家时更想
家是人之常情，不管走多远，圆心总在父母那里、在一个
叫家乡的地方。

无论如何不舍，离家到回家，终究是每个人的轨迹轮
回，区别只是远近而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走出
家乡成就了无数人的生活梦想，飞速发展的中国也需要
将无数人配置到合适的岗位上。

只是在繁忙的工作中，许多人忽视了父母年岁渐高，
总以为他们还是当年那样无所不能，总将他们说的“我们
很好，不用担心”当真。尤其是我们为人父母之后，更将生
活重心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忘记了我们也是父母的孩子、
他们也牵挂着儿女。

常回家看看，是父母说不出口的叮嘱，是儿女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的承诺。但细思之下，工作再忙、再累，抽
出时间来陪陪父母，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以实现。

交通越来越便利，高铁网络的延伸、家门口“最后一公里”

的逐渐通畅，更是不断压缩着时空距离。只要不怕累，总
能在回家和工作之间找到平衡。况且，倦鸟归巢，何尝不
是身心的最好放松。

收音机里，恰好飘出了一首《大约在冬季》，很契合
现实的别离。只是，希望再有人问起“何时归故里”，
我们的答案不再只是冬季，而是一年四季。

(记者陈灏)新华社济南 2 月 10 日电

家 乡 的 风 景

不 只 有 冬 季

新华社福州 2 月 10 日电(记者
林超、黄小希)鸟瞰汀江国家湿地公
园，绿色林海中一个约 5000 平方米
的红色斑块略显“扎眼”。这是村民
张平在自家小院后，用钢筋混凝土
浇筑的红色假山和“荒漠”。这个他
命名为“火焰山”的地方，在今年春
节假期里为他带来每天近 15000 元
的收入。

汀江国家湿地公园位于福建省
龙岩市长汀县，“火焰山”曾是当地
人民关于水土流失的黑色记忆。历
史上，因为人口增长、商贸发展、战
乱频发等因素，长汀大面积植被被
破坏，红色沙土裸露在外，“火焰山”
因此得名。1985 年，长汀县水土流
失面积达 146 . 2 万亩，接近全县国
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张平于 2018 年 11 月起兴建的
“火焰山”，模仿的正是长汀曾经水
土流失的地形地貌。他领着记者在
里面转了转，告诉记者这片模仿的
是“崩岗”，那片是干涸的河床，还有
什么都不剩下的“不毛之地”……

“现在周边都是树了，前几年还
建了湿地公园。新一代人，外来的游
客，根本想象不出原来‘火焰山’有多
可怕。我就是想让现在的孩子们别
忘了过去是什么样。”张平说。

在生态遭受破坏的土地上劳
作，是痛苦的经历。有当地百姓回忆说：“夏天，火辣辣的
太阳晒在背脊上，真像是在‘火焰山’一样。”

30 年前，和不少长汀百姓一样，1971 年出生的张平
一度外出务工、做生意。2000 年后，随着绿色慢慢回到视
野里，张平又回到家乡。但贫瘠的土地仍养活不了他，他
就开了机砖厂，用裸露的泥土为原料，生产砖头。

长汀县，一直没有放弃让“火焰山”复绿的梦想。1983
年，福建省委、省政府把长汀列为全省治理水土流失的试
点，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治理攻坚战。2000 年至今，
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连续被列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
目，每年补助治理资金上千万元，掀起新一轮治理热潮。

一组数字，可以看出过去 30 多年来长汀县生态的惊
人“逆袭”。与 1985 年比，长汀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近
110 万亩，水土流失率由 31 . 5% 降低到 7 . 95%，森林覆
盖率由不足 40% 提高到 79 . 8%。

随着生态治理工作的推进，2014 年，张平的机砖厂
也被列为禁止运营的项目。他看到周边越来越好的生态
环境，索性投入了 400 多万元，把机砖厂改成了“生态农
庄”，又补种了 100 多亩的香樟、桂花、罗汉松，做起了休
闲生态旅游。

“过去这里连生态都‘没有’，谁能想到现在能靠生态
赚钱？”张平笑着说，2018 年，他的“生态农庄”接待游客 3
万多人次，营业额近 35 万元。

昔日山光水浊的“火焰山”变成了风景宜人的绿水青
山，越来越多和张平一样的老百姓从中看到了“金山银
山”。2018 年，长汀县预计接待乡村旅游游客 208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8 . 3%，实现乡村旅游收入 16 . 5 亿元，同
比增长 28 . 2%。

“依托改善的生态环境，长汀县近年来建成了策武南
坑美丽乡村示范园、河田水土保持科教园、汀江国家湿地
公园等重点生态景区，吸引了大量游客。”长汀县林业局
产业办高级工程师范小明说，下一步长汀还计划在汀江
源头十公里生态画廊打造森林旅游线路，依托汀江两岸
森林景观培育一批特色“森林人家”。

外出见过世面、脑子活络的张平，心里有更多想法。
“过去树少，外地人来了就想看树；现在树都看腻了，所以
我反过来，造一个小型的‘火焰山’。一来也是个与众不同
的旅游景点，二来也可以让人们忆苦思甜。”张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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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2 月
1 0 日电 (记者袁军
宝)“我们村旁的沭河
景区发展得越来越
好，我想趁机做个农
家乐”“南方江浙一带
的农村都有很多产
业，既能带动就业也
能致富，我们这里相
对太少”“这是一个群
英会，大家群策群力
一起致富”……

春节期间，沂蒙
老区山东省临沭县的
多个村庄都组织了村
民茶话会，村干部把
部分村民代表和常年
外出务工人员聚在一
起，共商发展思路。大
伙你一言我一语，气
氛十分热烈，为节日
里的老区农村增添了
盎然春意。

“我想做的这个
农家乐生态园，要集
自助采摘、休闲垂钓、
林下养殖、花卉园林、
农耕文化、乡村特色
购物、农家特色风味
小吃于一体。”在石门
镇大官庄村的村民茶
话会上，长期在青岛
做生意的陈磊说出了
自己的想法，大家也
纷纷给他出主意、提
建议。

大官庄村的这场
茶话会，吸引了 50 余
位村民参加。大家畅
所欲言，有的说要种
植反季节经济作物，
有的说要在农业中用
上更多新科技，他们
把在外面的所见、所
闻、所想都和父老乡
亲们尽情分享。村民

们觉得，当前国家乡村振兴的政策好，正可
以在农村大有作为、大干一番。

大官庄村原来是省定贫困村，但近年
来经过各级部门特别是省派“第一书记”的
帮扶，去年所有贫困户成功脱贫，村里面貌
也焕然一新。村中的一个臭水塘还被打造
成碧波荡漾的水景小公园，旁边建起了篮
球场。村民们在这里晒太阳、健身、聊家常，
一片其乐融融。

“村里亮了、美了，今年过年的心情特
别好。”陈磊告诉记者，在外闯荡十几年间
很少回村，这次回家过年看到村里街道上
安了路灯、栽了绿植，大街小巷都通了水泥
路，村干部也都干劲十足，这才让他有了回
乡创业的想法。

来自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的刘斐是驻
大官庄村“第一书记”。为使乡村发展有更
多人才支撑，他早在去年春节期间就做出
尝试，发出三封“公开信”、召开村民座谈
会，呼唤在外发展的本村人回家过年、回乡
创业。

刘斐说，帮助村里改变基础设施、实现
全面脱贫只是基本目标，更高层次的目标
是为乡村振兴打下基础。常年在外的农村
务工人员有见识、有资金、有思路，他们将
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资金、产业等方面的
强有力支撑。

“公开信”“茶话会”还真引来了“金凤凰”。
村民陈延华去年看到公开信后，回村见

到村容村貌及干部状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毅然回乡创立山东嘉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水肥一体化智能装备。去年 7月公司投
产，短短几个月便实现销售收入 500 多万
元，并为当地提供了 40余个就业岗位。

今年春节期间，发端于大官庄村的村
民茶话会，在全县诸多村庄开展。临沭县委
书记刘飞说，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振兴，开

展茶话会活动，就是要把“归雁”人才聚
到一起，碰撞出更多“金点子”，引来更

多“金凤凰”，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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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0 日，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南村，村民表演“闹春
牛”。

当日是春节长假最后一天，各地举行的假日活动丰富多彩。

新华社发(黄勇丹摄)
多彩活动度假期

浙江：“村晚”成乡村新年俗
“十里绿桑，千亩鱼塘，古巷含韵，老街流

香，日子安康”“鱼肥贝美，鸥鹭翻飞，红树林
前风光好”……位于浙江杭州的场口文化礼
堂里热闹非凡，歌声笑声延绵不断，一场由村
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乡村文艺晚会正精彩上
演。

瑞安市曹村镇许岙村的村民一套南拳
《戚·壮山河》，威猛迅疾，灵巧绵密，刚柔并
济，打出了农民的精神头。不久前登上联合国
“地球卫士奖”颁奖舞台的安吉鲁家村村委会
主任裘丽琴，在快板《猜猜我是谁》中给祖孙
三代上起了美丽乡村课，赢得了台下观众的
掌声。

杭州场口镇场口村的文艺表演队
是“村晚”舞台的常客，五上“村晚”的她

们，每年都会把村里有趣、生动的故事
总结、提炼出来，编排成节目与村民们
共享。

“在我们村有种珍贵的‘场口情怀’，那
就是每年‘村晚’举办时，我们的村民都会守
在电视旁看演出。”场口村文艺队副队长李
燕说。

据悉，“我们的村晚”自 2015 年至今已
连续举办五届，在文化礼堂看一场热热闹
闹的“村晚”已逐渐成为浙江农村老百姓欢
度春节的“新年俗”，今年春节前已有数千
场“我们的村晚”在浙江各地农村文化礼堂
上演。

在台州路桥，400 余位农民编排的歌
舞、戏曲、情景剧、小品等节目不仅在文化

礼堂里上演，还进行了网上直播，让身在
他乡的村民也能在春节期间感受到故乡
的年味。

在丽水青田，文化礼堂里办起了“国际村
晚”，来自美国、塞尔维亚、葡萄牙、柬埔寨等
12 个国家 40 余名外国友人、10 名海外宣传
文化大使欢聚一堂，让世界感受到了来自中
国的新春问候。

浙江省委宣传部宣教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们的村晚”坚持“从基层来
到基层去”“农民演农民看”的理念，在
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乡村
治理、提高农村文明程度方面都发挥了
独特的作用。

(记者顾小立)新华社杭州电

乡村“春晚”背后的乡村振兴
正月初二晚，江西省上饶县清水乡墩底

村村史馆上演了村里有史以来的首场“春
晚”。

脱贫后的首个春节，墩底村村民精
心筹备了这场联欢晚会。独唱“有爹有娘
才是咱的福”、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
忙”、诗歌朗诵“清水颂”…… 19 个节目，
中间穿插游戏，晚会持续 3 个多小时，
2 0 0 多名群众上台演出，2 0 0 0 多人到现
场观看。

“这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村里最热闹的
一天。”71 岁的墩底村村民郑常洪说，演员都
是同村人，节目反映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这样的晚会接地气，好看。

村民廖龙翻一家四口在舞台上展示了
才艺，他表演书法、爱人唱歌、儿子吹笛子、
女儿跳拉丁舞。“我们全家都参加演出，希

望把脱贫后的精气神展现出来。”廖龙翻
说，一台小小的“春晚”，展现了新时代农民
的精神风貌和文化追求，展示了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前些年，乡村举办“春晚”还是新闻，如今
乡村“春晚”已经成为很多地方的新“年俗”，
传递出乡风文明新风尚。

大年初一，在江西省高安市建山镇龙城
村有着 500 多年历史的隆恩堂里，平日里在
外打拼的游子，在外求学的大学生，和村里的
大妈大叔们一起，奉上一台精彩纷呈的联欢
晚会。

建山镇龙城村村民敖伙平说，村
民们用朴实无华的歌声与舞蹈，演绎
着对生活的热爱，营造起浓浓的过年
氛围，也让外出的游子感受到满满的
乡愁。

记者采访获悉，春节期间，江西萍乡市幕
冲村、杨源村、明塘村，余干县重洲村，万年县
龙港村，铅山县马鞍山村等多个乡村举办了
“春晚”。

上饶县清水乡墩底村第一书记彭联军介
绍说，在“春晚”的节目选择上，侧重提倡勤劳
致富、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内容，把发生在
村民身边的动人励志故事搬上舞台，用歌唱、
舞蹈、小品等形式，激发群众脱贫奔小康的内
生动力。

“乡村‘春晚’等文化新形式既闹新春
又聚人心，既丰富村民生活又传承村规家
训，在愉悦观众的同时也种下乡村文化复
兴的希望。”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
长麻智辉说。

(记者沈洋、程迪、陈毓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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