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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山西襄汾县一乡村饭店发生坍塌事
故，引发社会各方对农村房屋建筑安全
的广泛关注：29 条鲜活的生命戛然而
止。29人的生命就这样陨落，带给他们
家庭的，是更加沉重乃至是无法接受的
伤痛。虽然事故背后的成因还待权威部
门进一步调查和认定，但从目前披露的
信息来看，这桩悲剧与农村房屋质量安
全问题有着极高关联度。

与城市商品房健全的审批流程、设
计流程、施工流程、监理流程相比，农村
建房比较随意，房屋修建前不经过相关
审批，修建过程既无设计图纸、施工队伍

无资质、更无施工监理，房屋安全质量参
差不齐。一些从事经营活动的村民，经
营规模扩大后，随意对房屋加层、加宽、
加高，这种续建房屋的安全问题更为严
重。据报道，涉事饭店始建于上世纪80
年代，在此之后，房主又进行了多次加盖
搭建。

农村自建房之所以容易滋生各种安
全事故，甚至动辄房倒屋塌，原因当然十
分复杂。这其中，首先当然与农民的建
房资金有限，以及相应的建筑安全质量
意识不高，直接相关。这诚如业内人士
指出的那样，“农民家庭收入不高，建房
资金短缺是农村建房不安全的根本原
因”“因为预算有限，除了水泥、外墙砖、

砂子是新采购回来，其余不见其新”。
其次，农村建房的责任主体是村民，

面宽量大的现实情况导致农房质量监管
处于薄弱状态、模糊地带，从而让一些农
村自建房屋一开始就埋下安全隐患。在
建筑质量安全管理领域，我们原本并不缺
乏法规制度，如《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等。但遗憾的是，这些相关法规现阶段都
没有将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纳入其中，点多
面广的农村自建房屋长期处于有效安全
监管的盲区。这些年来，农民自建房屋坍
塌事故已在多个地方发生过，每一桩事故
的背后，都是惨痛的教训。

当下，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如火如荼

进行，各地也鼓励农户盘活闲置宅基地
和闲置住宅，发展农家乐、民宿、乡村旅
游等。然而，美丽乡村首先应该是安全
乡村，各地应该花更多精力把农村房屋
质量安全的短板补上。

当务之急是要进行排查，把可能潜
在的危险对象找出来，基层党委政府要
加强督促检查和综合执法，紧盯房屋特
别是农村建房安全的突出问题，全面彻
底排查各种违建问题。其次是建立长效
机制，要有基本的管理要求、基本的审查
流程；配备基本的管理队伍、基本的工匠
队伍；同时配套完善对农村自建房的金
融支持……多措并举让农户住有所居、
居有所安，无疑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罗立志

在第36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湖南
省教育厅、湖南日报社、湖南省教育
基金会共同主办首届“湖南省教书育
人楷模”推选活动。2人获特别奖，10
人获“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称号，还
有 12 人获提名奖。获奖的楷模是我
省近百万教师中的优秀代表，在他们
身上生动体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精
神和光辉形象。

特别奖获得者吴安华是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中心名誉主
任、教授，他是怎样的教书育人楷
模？全国医院感染控制培训“第一
人”，35 年来以为国培养专业医院感
染控制人才为己任；在抗击新冠疫
情的危急关头，他义无反顾地奔赴
武汉抗击疫情一线，成为万人敬仰
的“最美逆行者”，为援鄂医护“零感
染”作出卓越贡献。如此楷模，是教
师，更是英雄！

另一位特别奖获得者彭林富，是

衡阳市常宁市塔山瑶族乡中心小学
教师。这位普通的山村教师，坚守山
区 37 载，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天
动地的事迹，凭借着一颗对山区教育
的赤子之心，在平凡岗位默默无闻干
着不平凡的事。在他的帮助下，一批
批山区孩子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
人生舞台。振兴乡村教育，实现教育
均衡发展，正需要一大批教育仁人志
士热爱乡村，扎根乡村。

在这次评选中，申玢彦、刘仲华、
李佑新、张光柱、陈奇志、陈腊梅、卓
德刚、周小李、黄有全、龚美慧10人获

“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称号。年过
半百的申玢彦是湖南省特级教师、邵
东名师，主动到新疆援教。为了做好
援教事业，还带着患了癌症的丈夫同
行。楷模就在身边，面对面向楷模学
习，令人心悦诚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德育为本。楷
模评选出来了，更要运用这些“德育
范本”，让尊师重教在湖南蔚然成风。

郭光文

“每一项国家科技奖背后，都是科学
家们平均16年的‘坐冷板凳’。要完善
与基础研究特点相适应的保障、评价和
激励机制，让‘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专注
得到更多褒奖。”这是最近召开的全国政
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
社上海市委副主委葛均波的发言。话音
刚落，全场便爆发热烈掌声。

这掌声是对科学家们“做隐姓埋名

人、干惊天动地事”奉献精神的深情赞
美。古往今来，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攻
关还是致力社会科学研究，其道路漫长
而又艰辛。马克思写《资本论》花掉了
40年光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耗费了
26个春秋，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用去了
20个年头。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领域，
如果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力、“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和“千锤万击出深
山”的苦功，是很难修成“正果”的。因
此，这掌声是对科研人员潜心事业、无私
奉献精神的高度肯定和深情赞美。

这掌声是对一些地方忽视科研工
作、冷漠科技人员的错误言行的委婉批
评。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上，习惯于急
功近利走“捷径”，热衷于立竿见影追“显
绩”，而对科研人员废寝忘食的耕耘和旷
日持久的拼搏则是“另眼相看”甚至“冷
眼相看”。或是政治上不担当——需要
澄清是非的时候，不敢挺身而出；需要提
拔重用的时候，不敢大胆拍板。或是工
作上不支持——裁减或抽走人员者有
之，克扣或压缩经费者亦有之。正如有
些科研人员所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工

作，不仅身上感到“板凳冷”，心里更觉
“板凳凉”。

这掌声是对整个社会营造尊重知
识、善待科研人员的宽松环境的迫切呼
唤。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甘坐“冷板凳”的
精神，就要不断优化科研工作外部环境，
使“冷板凳”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得到

“热处理”。在科技领域建立和完善保
障、评价和激励机制，在社会涵养和营造
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才的健康生
态，甘坐“冷板凳”的人，就会真正感到身
上“热起来”。

刘治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坚决制止餐饮浪费，切实培
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的氛围。不光是餐饮业
要制止浪费，各行各业都要自觉制止
浪费行为。

随着我国出版事业的快速发
展，出版机构在努力提高图书品质
的同时，对图书的装帧设计也越来
越重视，装帧用材越来越讲究，图书
被打扮得越来越漂亮。应该说，这
是出版事业欣欣向荣的表现，然而，
图书“豪华气”造成的浪费现象也不
容小视。

图书“豪华气”的表现多种多
样。一是内容求多求厚求全。一些
出版社过度追求出全集、出厚书、出
大部头，以致图书的篇幅过长、内容
过多，洋洋洒洒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字。殊不知把厚书写薄，才是作者的
真本事。真正会读书的人，往往也具
有了把薄书读厚的本事。二是装帧
求精求奇求异。一些精装图书不仅
要用高档纸，还用上了绸、布、竹、皮
等材质，有的甚至烫金烫银，以示高
贵和独特；三是图书定价求贵。精心

包装的豪华版图书，几乎都价格不
菲，动辄几百甚至上千元，贵得令人
咋舌。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书
价如果高得离谱，超过了读者的承受
能力，再好的书也只能让人望而却
步。

图书“豪华气”的危害其实不可
低估。一是造成了严重浪费。书是
思想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出书是为
了给人读的，首先要方便实用，要适
合读者的消费需求，即使为了收藏，
也不是越豪华越好。用贵重材料来
提高书的“身价”，不仅使图书由高雅
变得庸俗，更造成了材料浪费。二是
败坏了社会风气。有些豪华图书的
出版发行背后，隐藏着违规出版、买
卖书号和变相公款消费、滋生腐败的
严重问题。三是扰乱了图书市场。
豪华图书在交易中采取高定价、低折
扣的办法，破坏了市场秩序。很多出
版社积压最多、占用流动资金最多的
也是这类图书。

书非精装不能读也乎？非也。
出书要眼睛向下，面向群众，为群众
着想，多出老百姓买得起、看得懂、
用得上的书。需知，遏制图书的“豪
华气”，就是保障人们公平阅读的权
利。

美丽乡村，安全是底色 致敬身边的楷模

“冷板凳”要“热处理”

书非精装不能读也乎

新闻漫画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8月31日发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51.0%，比
上月略降 0.1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5.2%，比上月上升1.0个百分点；综合PMI产出指数为
54.5%，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上述三大指数均连续
6个月站在50%的荣枯线之上。

近几个月来，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
效显著，经济景气度持续恢复向好，市场需求加快回升，
供需协同程度提升，新动能加快复苏，经济发展动力进
一步增强。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的基本
特点没有改变。 文/图 朱慧卿

PMI数据折射中国经济
持续恢复向好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胡宇芬

8月中下旬，临澧县四新岗镇牯牛桥
社区的3000多亩稻田陆续迎来稻花开。

干了一辈子农技推广的临澧县农业
农村局农艺师龚月中，每年不下10次来
这里看水稻。这片稻田，连续8年没有打
过农药。

张建初，从当初的牯牛桥村到合并后
的牯牛桥社区，当了近40年支部书记。8年
前，他正是在老熟人龚月中的引路下，“建
造”了这片独特的稻田。

一晃7年过去。去年，也是稻花开的
时节，龚月中偶然发现有野蜜蜂飞舞。他
告诉了老朋友、湖南省农科院研究员张玉
烛。当初正是张玉烛的引路，他将杀虫不

打农药的新技术学到手并带到了临澧。
今年 8 月 24 日，湖南日报记者一大

早从长沙出发，赶在中午 11 点前到达这
片稻田，就想一睹小蜜蜂飞舞的稀奇画
面。弯腰贴近稻穗，才能看清如米粒般大
小的花朵。前几日，当地人曾在此见过一
群野蜜蜂。此时，我们只看到零星的一两
只。

远道来看蜜蜂的还有张玉烛的学生
匡炜博士。虽然小蜜蜂和大家捉起了迷
藏，匡炜的一番话却让大家异常兴奋。“蜜
蜂对农药特别敏感。农药的实验动物有
蜂鸟鱼虫，排第一的就是蜜蜂。”

原来，人们持续多年护卫稻田生态，
引来了鼻灵嘴刁的小精灵。走进这片稻
田，就是走进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生态园。

在湖南，水稻的主要虫害有3种。稻
纵卷叶螟和稻飞虱是流窜作案，螟虫则是
常驻杀手。它们所到之处，要么叶子像黄
草、要么禾苗像火烧过、要么穗子变白又
瘪壳。有调查表明，防治这几种害虫的用
药，占了用药总量的80%以上。

“不打农药能防虫，开始我是不信
的。”张建初历数了曾经用过的种种农药
后说，“直到2012年，老龚和我说陈二村
搞了100亩试验田不打杀虫药，我带着全
村党员去看，确实好，回来我们也搞了
100亩试验。”

陈二村在临澧县太浮镇，当时是国家
的一个稻田监测点。2011 年，张玉烛牵
头研发的以“蜂、蛙、灯”为核心的绿色防
控技术，在该村做了100亩试验。负责人
正是龚月中。

“蜂、蛙、灯相当于‘海陆空’三军同时
作战。”龚月中的科普一听就明白。

蜂是赤眼蜂，相当于陆军。“在田里放蜂
后，它们就寄生在螟虫的卵里，吸干其营养，
心安理得过完一生，却让螟虫断子绝孙。”

蛙是青蛙，相当于海军。“稻飞虱不灵
活，青蛙吃它们一口一个准。现在还可以
用深水套灌的办法，淹死稻飞虱。”

灯是扇吸式益害虫分离诱虫灯，相当
于空军。“这个灯设计得很巧妙。虫子喜
光，就先用光源引诱虫子过来，然后用转
动的风扇把虫子吸进塑料筒中，益虫害虫
待在一起，害虫就被益虫吃光了。”

当时的牯牛桥村，第一次试验很成
功。第二年，试验面积扩大到500亩。

转眼到了 2014 年，牯牛桥村委会做
了一个决定：全村3000多亩稻田全部用
上新技术，不打农药杀虫。

“赤眼蜂是省农科院送的。青蛙老有

人捉走，干脆换成癞蛤蟆，肚量大，效果还
好些。”张建初说，为了装诱虫灯，全村一
次投入了30多万元，接入专线供电。

村民张道和家的一二十亩稻田，就是
在2014年开始用上新技术不打农药的。

“村里先是搞了两年试验，我经常在
外面跑，看得多，确实没打过药。那个诱
虫灯的筒筒里害虫好多，隔几天专门有村
干部去倒虫，活着的都是益虫。”张道和还
笑着告诉记者一个意外收获：家里种了柑
橘树，这几年发现靠近诱虫灯的一棵橘树
不长虫了，离得远的橘树还是长虫。

刻木山乡岩桥村村民乔光平，流转了
1800多亩土地。

“2016 年乡农业站两个站长找了我
几次，要我用‘蜂、蛙、灯’杀虫不打药，这
怎么可能？扯蛋！我不敢相信。”快人快
语的乔光平回忆当时的反应，也觉得好
笑，“那些卖农药的经销商都劝我别搞，有
损失。龚月中老师带我到牯牛桥的田里
看了。我就跟站长说，如果发现有虫我还
要打药。说好了才架场试一试。”

将信将疑之中，他从100 亩试起，今
年发展到1000亩了。

“张玉烛老师到这片田里单独为他上
了几次课，一讲都是好久，吃饭都要喊。”
龚月中说。

“蜂、蛙、灯各有用处，一定要按操作
规程，全部措施到位。”乔光平颇为得意地
告诉记者，去年底他还应张玉烛老师的邀
请，到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会上介绍了
经验。

去年就在这片稻田里，当地植保站开
了现场会。“一尺长的穗子好喜人，测产结
果每亩超过1000公斤。”乔光平说，收割
师傅回去后，也学他种水稻了。

不打农药杀虫8年来，是不是成本太高？
走进牯牛桥的这片稻田，只见当年购

置的诱虫灯，还在兢兢业业地“请害虫入
瓮”。蛙类栖息池里，杀虫战士生生不
息。田间插着的竹竿上，挂着一次性塑料
杯，里面是10多天前投放的赤眼蜂，每平
方厘米的背板上分布着 1000 只，要用显
微镜才能看清。

张建初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最初
的基础建设投入30多万元，包括立电杆、
拉电线、买诱虫灯，分摊到每亩大约是
100元，从此不用打药杀虫了。村里向农
户收的费，就是每年每亩20元电费。

“电杆电线用了8年了，还可以用很多

年。1盏诱虫灯是1360元，一共87盏，到现
在换的都是零配件。最容易损坏的光控开
关，由厂家免费提供。最贵的是电机，28元
一个，8年来共购买更换电机28台。”张建初
说，如果打药的话，一年至少4次，每亩成本
不少于150元。除掉村里收的20元电费，
不打农药每亩可减少用药成本 130 元左
右。而且，电力基础建设是一举多得，抗
旱都用得上。至于赤眼蜂的成本，张建初
说，省农科院免费送了几年。匡炜告诉记
者，1亩可放蜂1万头，一共是20元。

“这几年来，我每年每亩交20元电费
给村里。”张道和告诉记者，“以前打药的
话，最少打4次，自己打药每次最少20元，

请人打药还要加工钱10到20元。而且，
打药很辛苦，也容易中毒、受伤。今年起
村里不再搞总电表，要各组凑钱安装分电
表，大家都积极得很。”

“不打药肯定减少了成本。我们这里
统防统治的费用是每亩每年 95 元，现在
用不着了。”乔光平说，自己买的是太阳能
诱虫灯，1 盏至少可管 30 亩，每亩一次性
投入100多元。

“除了成本降了，生态也变好了，对自
己和子孙都好。”张建初说，“有个稻谷收
购老板叫颜学华，客户只要听说他调的谷
子是牯牛桥的，卖得最俏。我们不打药的
谷子，50公斤可以多卖10元。”

以“蜂、蛙、灯”治虫为核心的“水稻
主要害虫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
目，曾获得 2014 年度湖南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

从目前来看，牯牛桥这样大面积、
长时间采用“蜂、蛙、灯”模式不打杀虫
药的例子，在全省都是罕见的。

如何让更多的稻田用上“蜂、蛙、
灯”模式？从记者在一线了解的情况
看，传统种植模式的惯性太大、前期一
次性投入相对大、零星推进效果不如整
体推进显著等是主要制约因素。

“很多人要转变观念。我搞农技推
广有20多年了，当年学校里教的就是杀
什么虫该用什么药，所以当听说杀虫不用
药还能不减产时，我是不信的，甚至和龚
月中产生了争执。”临澧县农业农村局种
子管理站站长徐艮梅，和记者笑谈这桩往
事。直到她和同事在示范点应用了水稻
绿色防控技术，看到满意效果，又到农户
一家家问，才信了。她还看到成群来稻花
上采蜜的野蜜蜂，稀奇得很，可高兴了。

“我觉得这个模式必须整村推进。
一个搞一个不搞，效果肯定差些。前期
一次性投入看起来大，如果按实际使用
时间算，并不多。”张建初告诉记者，搞了
几年后，稻田里的害虫基数大大减少，有
些农户的菜地也跟着享福，虫也少了。

绿色，是生命的颜色。在希望的田
野上，期待更多人的思维定势向绿色防控
转变，期待更多的农村带头人像张建初一
样算好经济和生态账，不负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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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德
临澧县四新
岗镇牯牛桥
社区的几千
亩稻田里，
湖南农业专
家独创一项
颠覆传统的
技术落地后，
做了一回悠
长的绿色防
控试验——

不打农药，防得住吗？“海陆空”三军布下天罗地网

不打农药，防得起吗？其实，打药更费钱，安全还打折

如何让更多稻田用
上“蜂、蛙、灯”模式？投
入在前期，整体要推进

8月25日，临澧县刻木山乡岩桥村，绿色高产栽培示范基地里的扇吸式
益害虫分离诱虫灯。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