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爱农、知农、哺农，这是周火玲20年工
作的真实写照。 和他一起走访，迎面而来
的招呼声和充满敬意的眼神，让你不假思
索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农村、农业、
农民需要周火玲这样的“泥腿子”专家，而
且需要很多很多。

20年来，周火玲深耕农村、无私奉献，
这源自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农业的喜爱。 在
采访中，我们能深刻感受到周火玲的淳朴
情怀：“我就是想为大家做点实事，传递自
己学到的知识、积累的经验、受过的教训，
让家乡的土地年年丰收，让乡亲们能尽快
富裕起来。 ”

目前，农业现代化滞后依然是我国现
代化发展的短板，农业生产正处在由“粗
放式发展”向“精细化耕作”转型的关键时
期。 在这种背景下，周火玲这种具有专业
知识、肯钻研业务、安心扎根农村的人显
得弥足珍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 强调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实
现“三农中国梦”需要更多像周火玲一样
情系群众的农技人员。只有真正
热爱农村、了解农村 ，把农民当
亲人， 才能更好地
建设农村、 发展农
业、富裕农民。

� � � �他育种推广的湘春豆， 平均每亩增产50公斤以上，
别小看这个数字，它等于让宁远县增种2万亩以上。 他一
直坚持最初的梦想，学好农业知识，帮村里人把地种好。
他叫周火玲，是宁远县远近闻名的“泥腿子”专家，2017
年获评农业部“全国最美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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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乐水旺 欧阳友忠

6月30日，风清气爽，宁远县水市镇农业
技术推广站的实验田里， 皮肤黝黑的周火玲
如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正小心翼翼地给
新引进的橘子树贴标签。

“别小看这几十亩实验田，每隔五六年，
县里就会引进农产品新品种， 这些品种在推
广前都会在这里试种，只有试种成功，才会推
广给农户。”周火玲解释。

一直以来， 周火玲把这些实验田里的种
子当宝贝，每天早中晚各巡察一次，除草、杀
虫、施肥、观察植株……

周火玲， 宁远县水市镇农业水利事务中
心主任。20年来， 他扎根在农技科研一线，脚
踏热浪指导生产，满腿泥巴传授科技。尽管无
比艰苦，仍乐在其中。当地农民送给他一个绰
号———“泥腿子专家”。

他让湘春豆“多子多福”
大豆属于耐旱作物， 宁远农村旱地比较

多，因此这里一直有种植大豆的传统。但由于
品种落后， 平均亩产一度只有100公斤不到，
村民的种植积极性不高。

2003年， 宁远计划引进湖南省农科院作
物研究所大豆栽培专家李小红开发的湘春豆
13号、15号、26号等系列。 周火玲负责全县湘
春豆的示范推广和种子繁殖。

播种季节，耕地、施肥；开花结荚期，观
察、除虫；收割季节，单位面积的株数，每株上
的荚数 ，每荚的粒数和粒重 ，都要进行记
录……最忙的时候， 周火玲从早到晚都在实
验田里，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周火玲的努力没有白费，2006年，宁远大
豆亩产由原来平均不到100公斤， 提高到150
公斤以上，增产超过50%。“相当于增加一半以
上的种植面积，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呢！”
回忆起选种成功，周火玲至今还兴奋不已。

更令周火玲骄傲的是，2006年永州遭遇
大旱，新品种大豆发挥了“救命稻草”的作用。

“2006年，永州遭遇重大旱情，秧苗大部
分都死了，到了要改种的时候，大家都很愁。
这个时候周火玲的豆种正好在推广， 成了村
民们‘救命稻草’，大部分的农户因为补种湘
春豆弥补了水稻减产带来的损失。当年，宁远
成了永州南边几个受灾县惟一没有受大损失
的县。”宁远县农委总农艺师陈同旺说。

湘春豆得到大家认可后， 种子如何留存
又成了新的问题。因为大家发现，如果按照传
统方法保存，发芽率太低，不到50%。为了让湘
春豆“多子多福”，周火玲又一头扎进实验田，
前前后后进行了30多次留种试验， 将春繁留

种改为秋繁留种，发芽率提高到70%。“这个数
据还是太低。”周火玲介绍,“好的留种方法，发
芽率应该在90%以上。”

怎么办？周火玲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终
于有个偶然的机会， 让他找到了破解难题的
方法。有一次，他去弟弟家里，发现母亲是用
簸箕晒种，结果这些种子发芽率很高。

最后，他经过反复实验得到证明：水泥地
上晾晒导致脱水太快，种子发芽率不高。而改
用簸箕晒种，发芽率提高到了90%以上。

他让家乡的土地流金淌银
周火玲1977年出生于宁远县水市镇水市

村， 曾目睹村里的叔伯们面对病虫害肆虐时
的沮丧和无奈。因此，他打小就有一个想法，
学好农业知识，帮村里人把地种好，让家乡的

土地流金淌银。
农技领域的探索之路，注定辛苦且漫长，

并且时刻有失败的风险。2010年，周火玲从农
业局接到试种红心猕猴桃的任务。经过4年的
试种，结果数量非常少而且质量很差。通过数
据分析，发现问题是海拔太低造成的。看着4
年的心血打了水漂， 这个铁打的汉子第一次
哭了。

困难和失败没有吓倒周火玲。“他经常自
己悄悄地引进各种‘良种’回家种，失败了就
总结教训，成功了就带领大家一起种；乡亲们
从外带回的经济作物， 也喜欢和他一起种。”
水市镇紫源洞村贫困户蔡初明对周火玲很感
激。去年，在周火玲的帮扶下，蔡初明种植湘
春豆13号32亩，收入3.5万元。

2013年，周火玲接到省农业厅下达的“湘

南丘陵红壤旱地花生高产栽培技术研究与示
范”项目后，经常在盛夏的中午到实验田里观
察记载花生的生理特征， 一干就是三四个小
时，因此多次中暑。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总结
出的“换良种、提早种、统一播种标准”的高产
集成技术， 使得宁远花生亩产量提高了三分
之一。后来很多乡亲都种上了这个品种，平均
产值3000元/亩，当年就脱了贫。

随后，周火玲在县农委的支持下，开始农
田轮作轮种技术的探索，首先是烟稻轮作，随
后是水稻和黑木耳轮种技术， 水田产值得到
大幅提高。 特别是去年开始的水稻和黑木耳
轮种，每亩产值能净增1万元以上。他先后引
导在水市镇各村成立了37个合作社， 仅此一
项， 今年预计就能使水市镇各村的集体经济
收入至少增加200万元。

付出终有回报， 周火玲的成绩获得了各
方肯定，各种荣誉随之而来。2014年，周火玲
获评湖南省“扎根基层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
选；2015年他主持的“烟稻轮作高产高效栽培
技术示范推广” 项目获得湖南省丰收计划奖
三等奖；2017年，周火玲从全国50多万名基层
农技人员中脱颖而出，获评农业部颁发的“全
国最美农技员”。

他对乡亲们的问题有求必应
1997年， 周火玲从常德农校毕业后回到

家乡，水市镇周围的山山水水，成了他施展拳
脚的舞台。他将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搬到群
众最需要的地方。

时刻把农户装在心里， 是周火玲留给身
边同事和领导最深刻的印象。 宁远县农委主
任郑曦曾如此评价他：“难解的‘爱农情结’已
深深地融入周火玲的生命中， 农民的问题他
几乎是有求必应。”

“国财，你家西瓜要记得除虫”“春祥，你
家的蔬菜要赶快收了……” 走在水市镇的街
道上，不停有人跟周火玲打招呼，而他几乎清
楚每个人家里种植农作物的具体情况。“为人
热情，肯帮忙，很多时候他都是主动上门给我
们提供技术支持。”水市镇紫源洞村村民陈国
财说出了乡亲们对周火玲的一致评价。

2008年6月，水市镇水市村种粮大户唐义
成，因为在资金周转上出了点问题，无奈中他
找到了周火玲。当天，周火玲把手头仅有的2
万元积蓄借给了唐义成，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后来， 周火玲又指导他开展规模农业种植。
2013年,唐义成被评为湖南省种粮大户。“火玲
真是比我的亲人还要亲。”唐义成逢人便说。

在周火玲的指导和帮助下， 很多农民都
通过种植经济作物走上小康的道路， 但他一
家三口至今却仍挤在不到80平方米的单位宿
舍里。 记者在周火玲家里看到， 家具都很旧

了，电视机还是老式的显像管电视，屋里最多
的是农技书和试验资料。

“火玲，趁着年轻，政策也允许赶快再生
个娃吧。”6月30日，在周火玲家里，母亲看到
他又念叨了起来。周火玲只有一个孩子，二孩
政策放开后，家里人一直催着他再生一个。

“等这批橘子的试种完成之后再说。”每
次回母亲家， 周火玲总是用这句话搪塞。“实
验数据我得盯着， 要是带着问题推广给农户
种植，那损失就大了。”周火玲偷偷告诉记者
推迟生育二胎的原因。

在周火玲的书柜里， 农技日记和数据记
录叠起来超过了一米， 这是他20年的心血结
晶。 他在其中一本日记的扉页上写着：“泥土
里开出最美的花”。

王晓龙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
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
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他寄望广大青年要敢于
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青春是人生最炫丽的色彩， 但只有不懈
奋斗才能泼洒成灿烂画卷； 青春是人生最醒
目的印记， 但只有值得回忆才能散发出耀眼
光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
青年提出殷切期望：“现在， 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以此鼓励广大
青年不忘初心，坚定目标，矢志奋斗，拔节生
长。

人的青春只有一次，如何度过，这是一道选
择题，也是一道必答题。若像年轻的北大学子宋

玺一般，以一个个目标为种子，以一次次奋斗为
甘露，在最美好的青春中破土而出，灿烂绽放，
这样的青春就算在耄耋之年依然是津津乐道、
回味无穷。 可若在本应璀璨的青春中， 迷失方
向、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这样的青春自然平淡
无奇、索然无味，又怎会值得回忆与留念？

青春如朝阳， 如春前之草， 如长江之发
源，是活力的象征，是欣欣向荣的美好。 然而，
在当今社会，不少青年虽有梦想，有目标 ，却
好高骛远、驰于空想、怠于实践，他们渴望少
年得志，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把成功想得太简
单。 苦活累活瞧不上，平凡岗位不迁就，做事
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浮于空想 、不
切实际。 可世上又哪有不付出努力就能一步
登天的“美好”？ 如果心气旺盛，眼高手低，空
想坐等“干大事”，就只能误入纸上谈兵、临渊
羡鱼、守株待兔的歧途，而青春也只会越走越

黑，越走越迷茫。
青春的底色永远都不是得过且过、 妄想

空想，而是志存高远、拼搏奋斗。 49年前，不满
16周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高原当知青， 从初
时的迷茫到成为种地、拉煤、打坝、挑粪的干
活能手， 再到成为带领村民建起陕西第一口
沼气池的大队党支部书记， 是踏实与奋斗支
撑着他前行，是梦想与青春指引着他奋进。 可
见， 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中， 坚信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
来”，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不驰于空想 、不骛
于虚声，才能放飞青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

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亦没有
哪一代人的青春之路是平坦的。 只有在年轻
的时候奋斗过、拼搏过、奉献过，书写过人生
的精彩、攀登过人生的高峰，我们才能在以后
回忆的时候，自信地道一句：“青春无悔”。

盛人云

7月就业高峰期来临，今年高校毕业生人
数达到820万，再创历史新高，社会上关于就
业话题的讨论同样热度不减。 近日，《湖南日
报》推出的一篇关于“慢就业”的深度报道，也
引起了人们对于“慢就业”现象的关注。

有一些长辈会认为“慢就业”就是“不
务正业”，真的是这样吗？我想未必都是。如
果对 “慢就业 ”加以细分 ，就会发现 “慢就
业”也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积极的“慢就
业”，有自己的未来规划和就业计划，只不
过是选择一个时段放慢就业脚步， 暂时的
“慢”，是为了今后的“快”；第二类则是消极
的“慢就业”，其实就是“懒就业”。他们或屈
从于就业压力，或“高不成、低不就”，或有
啃老的资本而放弃寻找……这种“慢就业”
潜伏着危机，不利于求职者未来的发展。

常言道，磨刀不误砍柴工。对于积极的
“慢就业”， 不能因他们暂时没有进入稳定
的工作序列就予以否定， 他们只是需要时
间理性寻找发展方向， 不愿意在没有找到
方向前被具体工作束缚。事实上，社会的发

展与创新，靠的也就是这么一批“不安分”
的年轻人来推动。

不过，对于“懒就业”，我们应保持高度
警惕。因为以“慢就业”的名义“懒就业”，无
论对社会还是对大学毕业生来说， 都不是
一件好事。对“懒就业”者而言，很可能会毁
了他们的一生；而对社会来说，不仅是人才
的浪费，更会成为社会的包袱。 因此，对此
类“慢就业”现象我们绝不能视若无睹，听
之任之，而是要采取措施防止“慢就业”变
成“懒就业”“不就业”。

如何防止“ 慢就业”变成“懒就业”？首
先，高校方面要加强毕业前的择业指导，让
学生明白自己适合从事什么职业， 知道如
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其次，学校不能认
为学生毕业了就可不闻不问，而是要多“回
头看”，看看自己学校的学生还有多少没有
就业， 并采取措施督促学生积极就业。 此
外，最重要的是，学生自己应当在学校学习
之余，多进行课外实践及各类职业的尝试，
早日确定自己的就业目标及职业规划。 相
信只要每个人都明确好自己的发展道路并
为之奋斗，星辰大海一定会在未来等着你。

刘剑飞

“一般情况下吃两片就可以见效的打
虫药， 却只有10片装在售。 医生建议吃颗
止疼药， 可一盒最少20粒……” 相信会有
不少市民有类似经历， 当病状缓解后， 往
往还剩余很多药品 ， 这些药品闲置在家
中 ， 不仅造成巨大的浪费 ， 一旦过期丢
弃 ， 也容易对土壤 、 水源和环境造成污
染。 对于这种现象， 药品拆零销售无疑是
最好的解决办法。

其实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规定， 药品零
售操作规程应当包括 “药品拆零销售 ”。
但是在现实中 ， 很多药店往往不愿意拆
零销售 ， 因为拆零销售势必影响药店的
总销售量 ， 在这样的利益考量下 ， 药店
自然不愿意牺牲利益去遵守规定 。 另一
方面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 ， 拆零
之后 ， 药店营业场所应当配置药品拆零
销售所需的调配工具 、 包装用品 。 这无
形之中也加大了药店的经营和管理成本。
这些都是导致药店不愿意拆零销售的主
要原因 ， 对于这种现象 ， 应该积极采取

措施， 进行矫正。
首先， 药企应该积极作为， 可以加强

源头监管， 加强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管理，
鼓励和引导药企实行小包装生产， 尽可能
地为拆零销售提供支持和基础。 其次， 应
该加强对医生和药店的管理。 积极引导药
店转变经营理念和服务观念， 让拆零销售
成为药店标配。

表面上看， 药品拆零增加了药店管理
和服务成本， 但是从长远看， 这种为消费
者着想的人性化经营方式， 必然会赢得消
费者的信赖和青睐， 给药店带来更多的回
头客， 让药店 “不亏反赚”。 此外， 可以
建立药品回收机制。 比如， 可以在小区，
村镇设立药品回收点 ， 明确回收责任主
体， 定期组织人员上门回收， 畅通回收通
道， 对回收的药品进行分类妥善处理。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一旦处理不
当， 对家庭、 社会和环境都是一种巨大的
危害， 拆零销售是解决家庭药品过剩的重
要环节， 应该加强对相关法规的宣传和执
行， 甚至可以考虑制定相关罚则， 让拆零
销售和药品回收真正行动起来 ， 畅通起
来， 彻底解决家庭药品过剩的问题。

何勇海

还认为只有大三、 大四的同学在准备考
研吗？ 近日， 有媒体报道， 一家面向全国招
生的机构称早就有了面向大二学生的考研辅
导班了。 近年来， 考研机构愈加火爆的 “生
意”， 折射出当前低年级学生对于考研的热
衷程度。 可以说， 考研低年级化已经不是新
鲜事。

教育 “抢跑” 是我国的独特一景， 从学
前教育到义务教育再到高中教育， 孩子们无
不是在成人的催促下 “抢跑 ”， 为的是不输
在各个教育阶段的起跑线上。 大学生从大二
就开始急着考研， 所图无疑也是在考研上抢
得先机。

事实上， 从大二甚至于大一就开始为考
研 “抢跑”， 着实不可取 。 此举是将大学变
成 “后高中”， 学习内容继续 “应试化”， 不
利于大学生真正掌握实际知识 ， 成人成才 。
特别是， 在考研上 “抢跑 ”， 也不利于筛选
培养真正的学术研究人才 。 研究所选拔考
试， 其实是选拔培养学术研究人才的渠道 。
当大学生从大一、 大二就开始考研， 不曾或
较少进行扎实的文献阅读及专业基本功训
练， 不曾或较少进行提出问题 、 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训练， 研究生写不好论文也就不
新鲜了。

近年来， 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越
来越下滑的现实， 每每都会引发有识之士忧
思。 这一方面是因为硕士研究生大量扩招 ，

另一方面， 恐怕也与从大二就开始 “抢跑 ”
的功利化考研现象大增有关。 本科都没有学
扎实， 勉强考上硕士研究生又怎么会合格？

考研热的背后虽是就业难， 但一些功利
化考研的大学生即便读了研， 就业难状况依
然难以改变。 要知道， 目的不单纯， 价值观
不正确 ， 研究生读起来也很痛苦 。 有鉴于
此， 对大学生活仅有粗浅认知的大一、 大二
学生， 还是别火急火燎地加入到考研大军为
好 ， 先在大学前三年打牢基础再说 ， 否则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对高校而言， 对大学生参加考研培训的
积极性虽不能打击， 但在何时适合考研， 应
对大学生予以科学引导。 大学生热衷于从低
年级开始考研 ， 也有培训机构夸大宣传的
“功劳”， 相关部门也应对这些夸大宣传予以
叫停， 它们是在为考研 “低年级化” 推波助
澜。

法院官微推送
世界杯消息，不妥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的官方
微博从6月下旬开始，每天都发布俄罗斯世
界杯的消息，不仅有当天的比赛预告，还有
前一天比赛的结果。有网友评论，法院官微
每天都发布与工作无关的内容， 属于不务
正业。

7月2日， 该法院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此举确属不妥， 并已对涉事工作人员进行
了批评教育。 图/文 陶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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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需要更多的
周火玲

� � � �周火玲（中）在指导种植户识别病虫害。（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