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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惠芳

7月17日，星期三，晴
一粒粮食，一滴汗水。
临澧县望城乡是一个以生产粮食为

主的乡镇， 宋玉村尤其突出。 全村耕地
2498亩，水田就占了2232亩。

今天上午，要看看“粮食大户”，看看
正在翻耕稻田、插秧的农户，望城乡乡长
怀素娟特别精神。 她主管农业这一块。

望城乡党委书记刘金国继续奔走在
高温之中。连日劳累，他有些感冒，嗓子也
有些嘶哑。

书记、乡长“联袂”出行，就是为了粮
食。

9时10分，刚刚走到村口，宋玉村的一位
农民跑了过来， 指着水渠对怀素娟说：“怀
乡长！这么一点水不够啊。田翻耕不了，秧
也插不下。 是不是要水库将水放大一点？ ”

怀素娟马上拨通了乡水利站站长江
峰的电话，叫他通知同欢水库，调整水量。

水渠的不远处，3台翻耕机正在翻耕
刚刚收割完早稻的水田。 一圈又一圈，禾
桩被翻耕到了泥里。

令人惊讶的是，翻耕机的前后左右竟
然有成群结队的鸟在飞翔、在觅食，不为

“突突突”的声音所惊动，悠闲自得。 刘金
国说，白色的鸟叫白鹤，灰色的鸟叫“土八
哥”。当地人都是这么叫的。宋玉村支书马
显清补充说，鸟儿正在找谷粒和虫子吃。

刘金国从村道跳上了田埂。两位妇女
正在弯着腰插秧， 还有两位妇女挑着秧，
走进了田里。 一问，都是宋玉村的。

很巧合的是，放舟组的周秋桂今天过
生日， 满64岁。 刘金国说：“祝你生日快
乐。 ”周秋桂直起腰，没有吱声，只是抹了
抹汗。 站在她身边的雷久英，年纪比周秋
桂还大，66岁了，永胜组的。 雷久英说，去
年这个时候，周秋桂的老公打农药中毒死
了，61岁，叫马光彩。雷久英还指着挑秧的
妇女说，她们都有50多岁了。

一丘水田里，4个五六十岁的妇女。她
们都说， 年轻伢子宁愿在城里打小工，不
愿回家种田。

感慨之中， 向凤涛沿着水渠走了过
来。 他就是宋玉村一带的“种粮大户”。 通
过土地流转，他种了1400多亩。 望城乡内
3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有7户。向凤涛就

是其中一个。
向凤涛证实了马光彩打农药中毒而

死的事。 他说，马光彩就是他招聘的管理
员。 一共有9个管理员。 每个人一年发2万
多元工资。

向凤涛个子不高，37岁，石门人。他是
1999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的大学生，曾
在湖南亚华种业拿过20万元的年薪。离开
家乡，离开长沙，来到临澧县望城乡这个
地方，向凤涛图什么呢？

向凤涛说：“自己做主，干点事情。 望
城乡是一个传统的种粮区， 水利条件好，
乡村干部合得来。 ”

2012年3月，向凤涛转包水田时，乡村
干部跟他一起给农民算细账。 一亩水田，
流转给向凤涛，向凤涛每年给农户400元。
国家给农民的粮食补贴还有一堆：每亩直
补13.5元，综补90.6元，早、晚稻种子补贴
各15元，双季稻补贴59元。 算盘子一打，
划算！ 流转一亩水田，一年稳拿593.1元。
给“老板”打工，还有收入。 农民自己种
田，累死累活，也挣不了这么多。 他们明
白了，都愿意土地流转。

将承包的事情弄妥后， 望城乡政府

免费提供育秧软盘、粮食种子、绿肥种子、
地膜。 集中育秧，省、县、乡每亩还分别补
贴80元、100元、40元。

向凤涛的产粮基地， 种的都是双季
稻，涉及4个村。 有什么矛盾与问题，乡村
干部一找一个准。他想扩大规模，搞“生态
农业”，书记、乡长都表示支持。

“种粮大户”种出了甜头。 向凤涛说：
“去年发大水，损失了。 今年不错。 七七八
八加起来，每亩纯收入250元没有问题。一
年就有40万元。 ”

当然，他也有他的“三大苦恼”。 实际
粮价还是不高；产粮多，没有地方晒谷；缺
劳力，连县城的搬运工都喊不动。

“你攒劲搞，我们乡里能够支持的，不
得保留半点。 ”怀素娟走过一片芝麻地时，
对向凤涛说。

宋玉村的荷花在开，芝麻也在开花。

别对陌生人的微笑
怀有戒心

杨朝清
作家池莉的一条微博引来热议。 “地铁里，外国人对乘客

微笑，微笑的回报率99.9%。 我的一位朋友做了一个实验，连
续多天，进地铁就对人微笑，微笑的回报率0%。 ”记者走上街
头进行了一场“微笑测试”，许多人回以防备或警惕的眼神，6
成受访者表示陌生人的微笑有些奇怪。（7月4日《广州日报》）

面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面对不期而至的微笑，人们为
何不愿意相信笑容背后的简单与纯真？

曾几何时， 问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文化习
俗。 一句简单的“吃了吗”、“去哪儿”，将熟人社会的联结状态和
盘托出。 然而，社会变迁在老百姓身上留下了厚重的投影，陌生
人社会，既改变了人们的交往行为，也异化了公众的情感表达。

微笑是一个符号，试图向陌生人传递出问候与善意。 只
不过，基于成见的揣测，给了人们保持小心谨慎的理由。为了
保护自己，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通常都有一套防御心理。 面对
陌生人的微笑，防御机制迅速启动，先入为主地以为他人别
有用心。 在社会信任缺失的格局下，符号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遭受质疑，微笑遭受曲解甚至恶意解读，从而导致 “微笑测
试”的尴尬处境，都说明了微笑的匮乏和社会温情的缺失。

信任作为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本， 一旦被过度消费和透
支，在短时间内是难以修复的。不论是老人晕倒，他人给其家
人打电话“无人信”，还是大学生溺亡，同学给亲属“报信无人
信”，抑或是“微笑测试”遭遇防备和警惕的眼神，稀薄的信任
加重了社会互动的成本，导致偏执行为的层出不穷。

重建社会信任，既需要制度设计，也离不开公众参与。当
信任足够坚强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卸下封闭的心墙，以更加
阳光、勇敢的姿态，来回应陌生人的微笑。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年度杰出人物颁奖
湖南收藏家李连荣、主持人汪涵、

画家邹传安获奖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邓又溪）收藏各

种邮票、税票近万枚的邵阳收藏家李连荣，在第六届“薪火相
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颁奖典礼上，获得

“年度杰出人物”。 今天在长沙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共颁发10
位文保年度杰出人物、10位年度贡献人物、5个杰出团队及2
个特别贡献奖。

第六届“文保杰出人物评选”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
湖南省文物局主办，自去年9月启动，经初评、网络公示、公众
投票、专家终评，最终选出李连荣等10位年度杰出人物和强
巴格桑等10位年度贡献人物， 湖北荆州八岭山林场护墓队
等5个团队获得杰出团队奖， 湖南的主持人汪涵和画家邹传
安获特别贡献奖。

年近古稀的李连荣，15岁开始收集邮票，50年来， 他共
收藏了各种邮票、税票近万枚，尤其是经他多方考证研究，耗
时数年编写的《民国人像图印花税票》一书，收集抗日战争时
期国民政府为筹集军费而发行的印花税票，不仅在大陆荣获
奖项，更让海峡对岸同胞盛赞连连。其他的获奖者，既有数十
年捐资修复文物的耄耋老人，也有求索在文保第一线的基层
工作者，还有自发建广厦庇文物的普通人。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长沙向全国
征集书法作品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王文隆）
你爱好毛泽东诗词、爱好书法吗？
长沙市委宣传部、 长沙市文联将
举办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
年全国书法作品展， 今天开始征
稿。 凡年满18周岁以上的中国公
民及海外华人华侨、书法家、书法
爱好者均可投稿。 2013年10月30
日征稿截止。

组委会介绍，书法、篆刻、刻
字作品内容以毛泽东诗词为主，
也可书写历代诗词、警句、格言，
欢迎书写自作诗词。 书法作品书
体不限， 不超过六尺整张纸（竖
180cm×横97cm），一律竖式。 草
书、篆书要另附释文。 篆刻作品印
屏含6-10方印，附3方边款。

本次全国书法作品邀请展，
将邀请中国书协专家和省市书法
名家担任评委， 于今年11月初评
比，12月下旬表彰。 评选入展作品
200件，入选作品100件，在入展作
品中评选一、 二、 三等奖和优秀
奖，设立奖金总额30万元，其中一
等奖2名，每人奖金20000元。

浏阳将举办国际花炮文化节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凌 实习记者 谢璐）今天，浏阳

市委、市政府向省会新闻界宣布：第十一届中国（浏阳）国际
花炮文化节将于10月19日在浏阳拉开帷幕，“世界花炮之
都”浏阳将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世界花炮业界搭建一个
交流、合作的巨大舞台。

为期5天的本届花炮文化节以“安全与环保”为主题，将
举办音乐焰火比赛、花炮新产品展示（燃放）推介会、国际烟
花论坛、浏阳花炮双年展、花炮天使评选、群众文化系列广场
活动等11大活动。

中国（浏阳）国际花炮节已经连续举办了10届，以其规模
之大、影响之深成为世界花炮业界第一盛会。 尤其是期间举
行的国际焰火大赛、新产品燃放展示，更是行业发展风向标。
浏阳作为全球最大的花炮生产基地，已形成了集采购、生产、
存储、运输、销售、燃放及培训、研发于一体的产业体系，目前
共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1024家，产品多达5000多种，畅销于
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2年，浏阳花炮产业集群实现
总产值277.48亿元，创税10.7亿元，吸纳就业人口30多万。

本报记者 周怀立

他身材高挑， 举止儒雅， 谈吐却又
语速极快、 滔滔不绝， 而激情也似乎随
之迅速点燃， 使你感到他总有一种演说
的冲动。

他就是被人们称作“公益性演讲者”
的邰勇夫， 一个今年50岁、 家住株洲、
执着游走于省内外校园的演说家。

7月上旬的一天， 记者在株洲南方外
国语学校大门口见证了他的执着。 烈日
下， 他与门卫不停交涉， 恳求让他进去
见校长。 这已经是他第3次上门推销自己
的公益演讲了， 但还是吃了闭门羹。 面
对记者的惋惜， 他勉强笑笑：“这是常

事。”
曾做过企业推销员、 出版

过小说的邰勇夫 ， 2002年4
月， 偶然被请到甘肃省政府大
礼堂， 面对2000多人演讲 。
开始时尚惶惶然的他， 谁知一
走上讲台就如鱼得水， 轻松自
如起来。 演讲， 为他打开了人
生另一扇门。

他开始憧憬在这舞台上展
示自己， 同时也想就此找到一
个新的“饭碗”。 于是， 他像

着了魔一样， 每天一定要打出去10个电
话， 哪怕这10个电话都遭到拒绝。 在4个
月的时间里， 他的“电话轰炸” 波及
1000多所学校， 正面回复的却只有区区
3所。

演讲引来掌声如潮， 但学生欢迎他，
学校却未必。 几场演讲下来， 他只得到
“意思意思” 的几百元报酬， 还有一所学
校分文未掏。

他分不清这是成功还是挫折， 但决
定仍然走下去。 于是， 他仍然每天早晨5
时起床， 从网上搜索学校信息， 边搜索
边写信封， 每天下午提上一大包信， 一
一邮寄出去。 3万只“信鸽” 飞出去， 最
后邀请他去演讲的仍然只有3所学校。

“用通信手段不行。” 他索性背上
包， 用最原始的办法， 逐地逐校上门推
销自己， 饿了就在路边小店吃个盒饭，
累了就找间网吧修改一下演讲稿。

今年3月， 在江西樟树上门推销时的
尴尬场面，让他记忆犹新。这天，他走进当
地一所学校，找到了校长。校长温文尔雅，
平易近人。邰勇夫谦卑地自我介绍：“校长
您好！ 我为全国中小学生讲‘学雷锋艰苦
奋斗自主学习’ ……希望我能为贵校学
生、家长、老师们演讲。 ”

他边说边从文件包里， 抽出江西省
委教育工委、 宜春市教育局关于支持他
开展演讲活动的红头文件， 还有关于他
演讲活动的新闻报道……岂料， 刚才还
温文尔雅的校长脸色骤变， 把他呈上来
的一堆文件用力一推： “我们不需要！

我问你， 你是怎么进来的？” 并立即拿起
电话： “喂， 保安……”

邰勇夫不屈不挠地又出现在教育局
分管德育的局长办公室， 局长直截了当：

“这活动我们不需要！ 再说了， 为听你的
‘学雷锋艰苦奋斗自主学习’， 把哪个同
学磕着碰着晒着了咋办？”

尽管如此， 邰勇夫的身影仍顽强地
出现在下一个学校、 下一个市县区的教
育局……自2008年来， 他成功地在全国
各地1000多所大中小学校园进行了演
讲， 其演讲得到了我省株洲、 湘潭、 长
沙、 衡阳等市以及江西多个市县区教育
部门的支持， 一些教育部门负责人还亲
自陪他到校园演讲。 在江西吉水县， 县
长、 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在操场上和师生
们一起站立， 聆听他的演讲。

但是， 尴尬并没有结束。 演讲点燃
了许多孩子的梦想， 邰勇夫自己的梦想
却在熄灭。 他的演讲 ， 大部分是免费
的， 偶尔会有200至500元不等的“辛
苦费”， 所得报酬甚至不能为他提供起码
的温饱。 为了演讲， 他卖掉了在广东佛
山的一套房子， 几乎掏空了自己以前多
年的积蓄。

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公益性演
讲者”。 讲下去， 还是从此“封口” ———
他无数次为此纠结， 也无数次选择了坚
持。 直到今天， 他仍然固执地认为， 这
个时代还是需要他充满激情的“励志演
讲” 的。

他只希望， 遭遇的尴尬能少一些。

中国茶博会
10月济南举行

湘茶将组团参会， 绿茶、
黑茶、黄茶、红茶一展风采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周月桂）
2013中国茶叶博览会， 将于10月
23日至26日在山东济南举行。 届
时，我省茶企将组团参展。 2013中
国茶叶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
长沙举行。

身为中国重点产茶省之一，
湖南产茶量居全国第二位， 素有

“茶乡”之称，君山银针、古丈毛
尖、 安化黑茶等湖湘名茶均享有
盛名。 全省122个县均产茶，现有
茶园面积156万亩，2012年， 全省
茶叶总产量达15万吨， 茶业综合
年产值已达450亿元。 在今秋举行
的2013中国茶叶博览会上， 湘茶
军团将带去绿茶、黑茶、黄茶、红
茶等茶叶名优产品， 全方位展现
湖南悠久厚重的茶历史、 茶文化
和快速成长的茶产业。

据介绍， 本届茶博会由农业
部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中
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中
国茶叶学会、 中国农科院茶叶研
究所、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山
东省农业厅和济南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以“品质、品牌、安全”为
主题，旨在“展示成就、促进交易、
培育品牌”。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王文隆 ）
作为第44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
竞赛 （IPhO） 湖南中学生唯一参赛者，
今天从比赛地归来的长沙市长郡中学
高三学生张正兴， 捧回一枚黄灿灿的
金牌。

本届国际物理奥赛于7月7日至7月
14日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 代表中

国队参赛的5位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分
别是张正兴 （湖南长沙长郡中学）、 王
思真 （北大附中）、 蒋家麒 （河南郑州
外国语学校）、 于跃 （辽宁大连24中）
和张成锴 （武汉二中）。 其中， 张正兴
获得总分世界第三的好成绩。 去年10
月， 他被确定保送北京大学。

“他完全是在兴趣的引领下学习，

对事物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望， 因而学起来轻松快乐而又很有成
效。 ”张正兴所在的1001班班主任李剑
玲对他赞不绝口。“他思维很严谨，学习
习惯好，错过一次的题目绝不会再错第
二回。 ”张正兴的物理老师、金牌教练王
思道乐呵呵地说，“难得有这么一个基
本不要我操心的学生。”

雅安震区学生来湘参加夏令营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吴双江）今天，

48名雅安地震灾区的学生，在芒果V基金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参观雷锋纪念馆、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毛泽东纪念园。

今年6月，在雅安市教育局组织的“我的中国梦”学生作
文比赛中，48名优秀学生获奖，并于暑假来湖南参加“川湘
少年行”公益活动。 7月16日，这48名学生走进长沙砂子塘泰
禹小学，与同龄朋友交友互动。 在湘期间，他们还将游览海
底世界、世界之窗等景点，并观看湖南卫视《快乐男声》节目
录制。

贯彻实施《旅游法》

国家旅游局在长举办培训班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易禹琳）昨天上午，国家旅游局贯

彻实施《旅游法》培训班在长沙开讲。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重点旅游城市旅游局负责人及我省旅游局机关、各市州
旅游局干部共300余人参加培训。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
力、副省长何报翔在开班仪式上讲话。

《旅游法》将于10月1日正式实施，为保障《旅游法》顺利
实施，7月16日至19日，国家旅游局在长沙举办两期贯彻实施
《旅游法》培训班。 杜一力要求全国旅游系统贯彻执行《旅游
法》，把握《旅游法》“大协调、小管理”的整体特征，积极推进
政府建立综合协调机制。 旅游部门在加强行业管理的同时，
应更注重在综合协调、 规划促进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依法开拓新职能。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三湘 时评

粮食，粮食 ———“宋玉村日记”之四

为 您 服 务记者 在你身边

一个“公益性演讲者”的尴尬

长郡学生国际物理奥赛夺金

7月17日， 长郡中学师生来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迎接载誉归来的张正兴 （中）。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