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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金秋时节，稻花飘香。国庆节前夕，赵
尚清和妻子每天一大早就赶到田里，收割
自家种植的“鱼泉贡米”。“趁着天没下雨，
赶紧把水稻给收了。”赵尚清告诉记者。

今年 53 岁的赵尚清，家住张家界市
武陵源区中湖乡鱼泉峪村。干了一辈子农
活的他，以前只能勉强填饱肚子，日子越
过越紧巴。

“那个时候真没有钱。”赵尚清告诉记
者，前些年，孩子还在上学，还要照顾 80
岁的父母亲，生活的担子全都压在他和妻
子的身上。

变化，源于脱贫攻坚的好政策。2015
年，赵尚清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他
的人生开始发生转折。

“做梦也没想到，不仅脱了贫，还成了
村里脱贫致富带头人。”赵尚清一边忙碌
着收割水稻，一边讲述着他的脱贫故事。

驻村工作队进驻后，针对鱼泉峪村实
际，推出小额扶贫贷款，还办起种养技术
培训班。工作队为赵尚清一家量身制定脱
贫政策：儿子读书，享受阳光助学资助；老
屋翻修，申请3 万元危房改造资金；发展
产业，提供5万元贴息贷款。

赵尚清心动了。他严格按照培训班上
学到的知识，用心管护好水稻，发展“水
稻+鱼”，拓宽致富路子。两年时间，他种
植鱼泉贡米 20 亩，2016 年，仅种植一项
便收入6万元，一举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水稻发展起来后，赵尚清决定在养殖
方面大干一场。以前，赵尚清和妻子曾想
过多养一些猪，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

养猪致富梦便一直压在心底。村干部得知
他的想法后，给他报名参加了村级产业致
富带头人培训班。不久，学成归来的他，购
买猪仔，扩建猪舍，以繁育猪仔、喂养熟食
猪等为主打品牌。

走进赵尚清家的猪舍，他正在清洗猪
舍、给猪喂食，忙得不亦乐乎。“今年我一
共喂了25头猪，儿子城里买房、娶媳妇的
钱有着落了。”赵尚清乐呵呵地向记者算
起收入账，话语中透露着满满的自信，“以
前总觉得咱这年纪，没啥奔头。现在，咱靠
双手干出好日子，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
劲。虽然辛苦，却感觉很充实、很满足。”

曾经的贫困户，如今的“能人大户”，
赵尚清的致富底气越来越足。连续两年，
他的生猪养殖保持在25头，稻米种植40
亩，总计一年毛收入在20万元左右。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赵尚清：

坚守粮猪老本行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志军

10 月 13 日，秋日高照，阳光在祁阳
县观音滩镇和平村撒下点点金光。

64 岁的于福勇手持自拍杆，兴奋地
跟在奔跑的火鸡身后，用乡音很重的普通
话向消费者推介。

2014 年，于福勇因为家里缺乏劳动
力，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这几年，于福
勇通过上网，学会了火鸡养殖技术和销
售，实现脱贫致富，还建起小洋楼。

和平村地处偏远山区，过去，村里手
机信号时有时无，更谈不上上互联网。信
息闭塞，村民与外界缺乏联系，脱贫致富
乏力。全村 283 户 1007 人，有贫困户 96
户376人，是省级贫困村。

为此，永州市扶贫办等单位驻和平村
扶贫工作队“对症下药”，在硬化村道等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加大通讯设施设

备的建设力度，打通了村民们联通网络世
界的“通道”。

2015 年，扶贫工作队员针对于福勇
的实际情况，建议于福勇养殖火鸡。于福
勇不禁瞪大了双眼，问道：当地没火鸡苗
啊？我也不会养，再说了，销往哪？

扶贫工作队队员告诉于福勇，火鸡苗
可以通过互联网订购，养殖技术也可以在
网上学，互联网销售比传统的销售方式，
方便快捷。

于福勇听得心痒痒，虽然心里仍然七
上八下，但还是决定试试。扶贫工作队队
员们告诉他如何学习和利用互联网，并在
网上帮他下了购买火鸡苗的订单。

几天后，快递员把活蹦乱跳的火鸡苗
送到于福勇家门口。于福勇主动向扶贫工
作队队员学习上网的相关知识。在养殖中
遇到了问题和困难，他就用手机拍成图片
或视频向专家请教。还在扶贫工作队的帮
助下，于福勇创办了网店，把火鸡蛋、火鸡
肉等卖到了四川、云南等地。

尝到甜头的于福勇干劲更足了。接下
来，他决定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并种植
水蜜桃、板栗等水果，办起了家庭农场，实

现年收入 80 万元。2018 年，于福勇被评
为永州市“十佳脱贫致富能手”。

同样尝到甜头的贫困户唐万长动情
地对记者说，公路和网络，给他们打通了
脱贫致富的阳光大道。

信息通了，村民们脑袋也活了，也更
努力了。几年来,该村村民主动上网找项
目、搞销售，全村种植养殖业蓬勃发展。

今年 66 岁的贫困户邓仙娥，养殖本
地土猪，在互联网发布信息后，不少人上
门收购。今年54岁的贫困户张治忠，2017
年林下养殖3000羽土鸡，遇到不懂的问
题，就上网学习，还学会在微信朋友圈搞
销售，土鸡卖出了好价钱。后来，他不断扩
大养殖规模，今年出笼土鸡4万羽，他也
从土砖房搬进了二层半的小洋房。

2018 年，和平村高质量整村脱贫出
列。同时，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一座座楼房
拔地而起，建好了健身广场和小游园。

然而，村民们并不满足眼前的脱贫成
果。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李岩奕介绍，去年以来，村里建成金银花
种植示范基地、食用菌基地，目前，已经见
到效益，力争早日把和平村建设成小康村。

和平村：

一心向“网”新财路

怀化市鹤城区黄金坳镇汪家村小学，秦缘和孩子们一起打篮球。

21岁的秦缘，能歌善舞，工作日教书，周末街唱。她和
她的6个学生，唱上了央视的舞台并夺得周冠军——

这个网红村小老师不一般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刘奕楠

“想不到，家里最脏的地方竟然
是冰箱”“吹空调不舒服可能是灰尘、
螨虫引起的过敏”……在网上看到这
样的文章标题，不少消费者会点进去
一看究竟，甚至很快请专业人员上门
清洗家电。这是一些人经历过的“健
康危机感”。

针对上门清洗家电这一新兴行
业，许多消费者“吐槽”暗藏套路，有
时候知道是“坑”，但稍不留神就掉进
去了。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日前专门
发布消费提示：家电清洗乱象多，谨
慎选择维好权。

家电清洗行业到底存在哪些“漏
洞”？消费者如何规避？

定价无标准，清洗难监督
“清洗空调真的是件麻烦事。”

9 月初，长沙市民刘娜发现开启空调
后，吹出来的风有异味，问了几家专
业清洗店后，却让她有些犯愁。

“同样是挂式空调，有的报价90
元一次，有的报价 120 元一次，还有
的报价200元一次。”刘娜介绍，当她
问及怎样清洗，工作人员却含糊其
词，让人无从选择。

记者在“58同城”手机APP搜索
“家电清洗”，能够提供这项服务的市
场主体大多是家政公司，还有部分维
修公司和环保公司。APP里的各种报
价表让人眼花缭乱。以清洗挂式空调

（2匹）为例，“长沙锁先生维修服务有
限公司”报价为30元一台，“长沙通诚
环保”报价为90元一台，“长沙夫邦家
政服务有限公司”报价132元一台。

“有时候花钱也买不来满意。”家
住岳阳临湘的张琴不无感慨地说。

张琴近来全身皮肤瘙痒，医生说
可能是衣服被细菌感染引起，是否平
时洗衣、穿衣没太注意卫生？张琴反复
琢磨，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洗衣机上，
自家的洗衣机已经6年没有清洗过。
她打电话请来家政人员，没想到对方
只是在洗衣机里倒了些消毒液，洗洗
刷刷就结束了，收取200元费用。

“费用不便宜，清洗很潦草。”张
琴感觉不放心，又从维修店找人拆开
洗衣机，这才发现内筒还有一层厚厚
的污垢。

“家电清洗行业杂乱无章，没有
统一的收费标准，吃亏的可都是消费
者。”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不少市
民在家电清洗上都吃过“哑巴亏”。

家电清洗为何乱象多
随着家电清洗行业迅速发展壮

大，家电清洗市场收费标准不一、虚报
家电问题、应付式清洗等愈发突出。

今年7月，长沙市民李女士请专
人清洗冰箱，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不
慎将冰箱电路主板弄坏。“害得几天
没用上冰箱，不少需要冷藏冰冻的食
物都坏掉了，机器的使用寿命也难免
受影响。”虽然最终由清洗公司更换
了新的电路主板，但还是让李女士揪
心不已。

家电清洗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家电清洗并不是只要把家电的

油渍和锈渍清洗掉就完毕了，真正的
专业清洗必须了解各种家电的结构，
还要掌握拆卸、安装、调试等技术。”
格力电器有关技术负责人马星说，消
费者的评判标准往往停留在表面是
否光洁，给了部分商家可乘之机。

家电清洗的报价也没有看上去
那么“单纯”。

“可以不换，那你自己把空调装
回去。”在长沙一家电商公司上班的
80后孙可，曾在网上找到费用仅为45
元的空调清洗服务，中途工作人员说
空调滤网需要更换，得再加80元。孙
可提出质疑，不料反被“威胁”。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消费者表
示，由于没有专业知识做支撑，面对清
洗人员的各种说辞，很容易被带进预
设的消费场景，吃了暗亏。他们期待尽
快确立行业标准，为消费者说话。

据了解，《家用空调清洗服务标
准》2010年7月已实施，规定空调清
洗服务除了检查电源线路的安全性，
还要清洗过滤网、蒸发器、冷凝器等
重要部件，但一些服务机构没有按照

相关标准进行操作。另外，因为缺乏
统一的收费标准，给市场上不少商家
留下操作空间。

一位不愿具名的家电清洗行业
人士透露，家电清洗行业发展空间巨
大，目前部分家政公司和家电维修行
业人员转投该领域，相比非专业的

“游击人员”，他们有一定的服务意识
和技术基础，但力量仍显薄弱，致使
消费者的获得感偏低。

找准正规厂家官方售后
记者走访发现，部分知名家电品

牌均明确表明，会提供专业的售后保
养服务。消费者拨打电话预约，根据
家电类型收费，每次服务大致在100
元至300元不等。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市场上近年
冒出的“专业家电清洗公司”，服务项
目和价格则“五花八门”，往往让人一
头雾水。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提示消费
者，家电清洗应找准正规厂家官方售
后。正规的家电品牌售后一般都有深
度清洗服务项目，售后人员经过专业
培训，维修配件为原厂配件，有相应
的维修记录。

如何判断收费是否合理、人员是
否专业？省消委秘书长吴卫建议消费
者采取“三步走”措施——

查验上门服务人员身份。服务人员
上门后，消费者应要求其出示身份证
件，查验其是否为厂家正规维修人员。

查验收费依据和标准。正规厂家
都有明确的清洗维修收费标准，消费
者应要求服务人员出具厂家的收费
依据和标准，谨防乱收费。

注意保留消费凭证，及时维护自
身权益。消费者应妥善保管维修凭
证，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要及时向
有关行政部门投诉举报或向当地消
委组织投诉。

吴卫提醒，如果是老旧家电，建
议更换新机。家电使用时间过长，会
出现老化、短路等安全隐患。使用10
年以上的老旧家电或已超过最长使
用年限的家电，建议及时更换新机。

经济
视野

家电上门清洗
如何才能“避坑”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周紫云
通讯员 郭飞

10 月 12 日，沿着村道拐过几个
弯后，行驶近一个小时的小车停在了
半山腰。眼前就是怀化市鹤城区黄金
坳镇汪家村小学（教学点）。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
丝丝改变……”一段稚嫩清澈的歌声
从村小飘出来。

一间教室里，一名年轻、漂亮的
女老师，十指正在钢琴键盘上跳跃，
身边围拢着6名学生，一起弹唱歌曲

《少年》。
老师叫秦缘，村小唯一的老师。

21 岁的她，扎着丸子头，脸上堆满笑
容，像个大孩子。

今年暑假，新华每日电讯、新湖
南等多家媒体，报道了秦缘和她的 6
个学生的暖心故事。这个偏远村小的
老师，一下子成了网红老师，受到网
友点赞。

前不久，秦缘和她的学生受邀参
加央视励志益智类节目——《越战越
勇》，演唱的《少年》让专家评委刮目
相看，一举夺得周冠军。

汪家村小学位于鹤城区偏远山
区，距离城区约20公里。村小只招收
村里的一年级学生，去年和今年都只
有6个学生、1个老师。

秦缘是在城里长大，系家里的独
生子女。2014年，初中毕业的秦缘，考
取了公费定向委培师范生。“我学的
是小学教育专业，辅修音乐舞蹈，艺
术细胞发达。”秦缘说，因为自己能歌
善舞还会“策”，去年毕业的时候，城
里有营销公司要聘她去做置业顾问，
也有经纪公司承诺可以“包装”她，她
都一一拒绝。

2019年9月，20岁的秦缘来到汪
家村小学任教。“我真的好喜欢小孩，
你不觉得他们很可爱吗？”当被问起
为何要当村小老师，秦缘笑着说，她
喜欢老师这个职业。

去年秋季开学，家长们送孩子们
来学校，见到秦缘，有家长犯嘀咕：

“这个老师像个孩子，咋教一群孩子
哦。”

一年过去，付出真情和汗水，她
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认可。有家长问
秦缘：“你教孩子我们放心，能不能让
娃在村小读二年级？”

上学期，班上6个学生，有5个是
留守儿童；本学期6个学生中，有3个
是留守儿童。针对山区学校留守儿童
多、缺少父母关爱的现象，秦缘认为，
作为山区教师应该既是老师，又是学
生的姐姐。

小辰是个留守儿童，和奶奶生活
在一起。一次，他上学时摔伤了膝盖。

秦缘在学校备了常用救急药。她
赶紧给他贴了创可贴，并帮他用热水
洗了脚。小辰说他心里感觉暖暖的。

刚当老师那会，有个留守儿童调皮
惹了祸还不听劝，秦缘便准备电话联系
孩子的父亲。刚拿起手机，这学生带着
哭腔求情：“秦老师，不要告诉爸爸妈妈
好不好，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从那以后，秦缘时常与学生父母
视频连线，在连线中不仅向他们汇报

孩子的学习情况，还鼓励家长多主动
关心、肯定孩子。

“孩子们眼中原本都是有光的，
他们不想让自己在乎的人失望，也不
想让自己失望。”秦缘说，“我想点亮
他们眼中的光。”

小贤去年刚来上学时是个“破坏
王”。“开学第一天，他就把饮水机弄
坏了，第二天把打扫的工具弄坏了两
个，第三天用扫把刮到了同学的脸。
我很生气，跟他沟通,他也不跟我说
话。”秦缘说，后来她去家访，了解到
小贤的爸妈去外地打工，他是跟
奶 奶 生 活 。奶 奶 一 个 人 带
4 个小孩，他是一个特别需
要被关注的孩子，所以
有时会故意做出些举
动 想 让 大 人 关 注 到
他。

跟他奶奶了解
情况后，秦缘也找到
了跟他沟通的方式，
多鼓励他，第二周小
贤的表现就好了很
多。到第二个学期，小
贤又懂事、会感恩。

付出的是汗水，收
获的是感动。

有一次下暴雨，秦缘骑
电动车去村小，结果半路摔倒
了。去学校晚了，孩子们在教室里
左等右等都看不见她。当她推着电
动车走进学校的时候，孩子们看见
她浑身都是泥，立马打着雨伞冲出
来，给她撑伞。

因为淋雨，秦缘下午就重感冒
了，靠在办公室一动也不动。

孩子们从窗户外看见她这样，悄
悄地打开办公室的门，对她说：“老
师，我去给你买药吧”“老师，我给你
倒杯热水吧”……

“那一刻我觉得为了这些孩子，
做什么都是值得的。”她说，也正是这
些孩子，她才会愿意继续留在村小。

秦缘刚来村小不久，鹤城区教育部门要给每个
村小配备一些教学设备。“我第一时间就选了美德理
电钢琴。因为我和孩子们都很喜欢音乐，想用好的设
备展现自己的技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秦缘说。

音乐课上，秦缘会用多媒体课件，结合钢琴以及
一些手势舞去教学生唱歌。学的歌曲没有界限，有国
歌、儿歌，也有抖音上的流行歌曲，都很励志。

孩子们最喜欢上秦缘的音乐课，都是她的小粉
丝。“每次我唱歌的时候，孩子们都围着我，感觉自己
在开演唱会一样。”秦缘说。

每到周末的傍晚时分，在距离村小约20公里远
的怀化城区新天地广场、锦绣五溪商业中心等繁华
地带，秦缘会和三五好友一起街唱。

一开始，秦缘的母亲觉得当老师的女儿在街上
抛头露面不好，不支持她街唱。“这是现在流行的街
头文化。我想把音乐积极向上的力量带给我的学
生。”秦缘解释。

“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街唱队，学到了很多
新歌，也提高了水平。”秦缘说，大家街唱并非为了
钱，当然，也有不少路人打赏乐队。

街唱队队长舒建说，街唱队成员都是年轻人，大
家一起做公益。“我会拿一些打赏的钱，给孩子们买
小卡片、气球、水果等，作为奖励，鼓励他们努力学
习，哄他们开心。”秦缘说。

秦缘成为网红村小老师后，9月上旬，央视励志
节目——《越战越勇》栏目组邀请她参加节目。经组
织批准，秦缘一个人赶赴了北京。

原本以为只有自己受邀来到北京，没想到经栏
目组的精心安排，在秦缘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的6个
学生也突然出现在节目录制现场。“孩子们出现在舞
台上的时候，我很激动，很惊讶，转头一瞬间，眼泪刷
刷刷往下流。”秦缘说。

站在舞台上，秦缘和观众分享了她和6个学生的
感人小故事。她说：“我总跟孩子们讲外面是什么样子。
今天站上舞台，是希望给孩子们做个榜样——不管有
什么梦想，一定要坚持，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样可以走出
大山，走上更大的舞台。”

“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在舞台
上，秦缘和6个学生合唱歌曲《少年》。一开始，孩子们
在镜头和灯光下有些胆怯，但是音乐声一起，他们就
和在教室里一样都很大声、很自如地唱了起来。

节目组的专家评委说，6个孩子站在舞台上，虽
皮肤黑一点，但表现不比城里的孩子差。因为表现突
出，秦缘和孩子们最后夺得了栏目该期的周冠军。

上学期最后一天课的时候，知道孩子们就要离
开村小了，秦缘做了一桌子他们最爱吃的红烧肉、烧
鸭子，还给他们准备了蛋糕。

“我以为孩子们也会很难过，但孩子们吃的特别
开心，看到他们那个样子我还挺失落的，心想他们就
没有一点不舍吗？”秦缘说，后来家长偷偷告诉她，孩
子们跟爸妈说，“不想去中心小学上学，想一直跟秦
老师，舍不得秦老师。”

听了这些话，她眼眶一热，眼泪流了出来。
按照定向培养的协议，秦缘要在汪家村教学点

服务5年。她说，“期满后，无论是否留在农村教学点，
我都会在教师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就像孩子们
在《少年》中唱的那样，“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
中的信念丝毫未变。”

小鹏喜欢来村小读书。记者问
他最喜欢秦老师哪一点？

小鹏有些羞涩地回答：“喜欢
吃秦老师做的土豆红烧肉和黄瓜
炒肉。”

采访这天，秦缘安排6个学生
写作业后，11时便来到厨房做饭。
淘米、洗菜、切菜、炒菜……在孩子

们眼中，她已是一名“大厨”。这天，孩子
们的营养午餐有一荤一素，分别为黄瓜
炒肉和清炒豆角。这些菜都是她早上上
班时购买来的。

杂酱面的酱怎么熬，做土豆红烧肉
时火候怎么把握……说起做菜，秦缘有
说不完的话。“我来村小之前，不会做
饭。刚来时，做菜还闹出不少笑话。”秦
缘笑着说，那时候，不是辣椒炒黑了，就
是忘放盐了，状况不断。“我自己把饭菜
强行咽下去。孩子们虽面带难色，但还
是很捧场吃完了。”

为了让孩子们吃得更好一点，秦缘
拜母亲为师，上网搜菜谱跟着做，厨技
大增。现在，最拿得出手的是土豆红烧
肉。她变着花样做，孩子们每天都可以

吃到新鲜的肉和蔬菜。
“做一般的菜，只要 10 分钟左右，

但土豆红烧肉要50 分钟。”她说，因为
他们都很爱吃这道菜，所以她特意放在
周五给他们做，告诉他们如果这周表现
得好，周五就会有土豆红烧肉吃。

秦缘开玩笑说，自己还是村小的清
洁工、维修工、保姆……除了给孩子们
做饭，设备坏了要维修，校园的花花草
草也要管理。有时候孩子们调皮，弄得
一身泥，她还要给他们洗衣服。

秦缘刚来村小没多久，做午饭的时
候水管炸裂了，学校突然没水了。秦缘
打电话给维修人员，但因为这里位置偏
远，维修人员一时上不来。

“孩子们等着吃饭，我只好自己去
修水管。我尝试着去将断裂的水管接
上，结果水管里的水射湿了我全身。”秦
缘说，她找来绳子，绑了几次，这才勉强
用上了水。

“我当时真的很崩溃，在家里什么
事都不要做，来这里却要吃这种苦。”她
说，但当看到孩子们吃到了香喷喷的饭
菜，她又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汪家村小学留守
儿童多，秦缘经常走
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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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是老师，也是姐姐

33.. 是老师，也是歌手

22.. 是老师，也是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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