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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品种，酸甜多汁，不信你尝
尝。”当 《经济日报》 记者在青岛市城阳
区夏庄草莓采摘节上见到王倩时，她正
拿着一颗自家产的、足有鸡蛋那么大的
草莓，自信地向游客讲解。看着这一
幕，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农家姑娘原是
医科大学毕业生。

庄稼地里走出了“草莓公主”

“本来不想从事农业，从小就想学
医。”王倩在大学学的是护理专业，2009
年 4 月，当她获得去新加坡留学深造机会
的同时，父亲被查出了癌症晚期。

“当时家里还是普通的简易大棚，爸
爸担心妈妈一个人种大棚太辛苦，刚做完
化疗就跑到地里把简易大棚改建成全自
动的冬暖式大棚。他身体很虚弱，但是劝

不住他。”王倩被父亲打动了，决定放弃自
己的理想，回家种草莓，“父亲在家里是顶
梁柱，他希望我能把他的事业继承下来。”

2009 年 5 月，王倩正式接手父亲经
营了多年的合作社。没有经验，缺乏资
金，社员不信任⋯⋯王倩每天早上 5 点多
钟起床，全身心扑在草莓地里，边看书边
实践。父亲治病花光了家里积蓄，她说服
母亲将家里的房子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建
起了占地 80 多亩的新品种试验基地。就
这样，她迈出了第一步。

6 年后，她的合作社生产的“曹村草
莓”获得中国农产品品牌博览会优质农产
品金奖，合作社越办越大，社员腰包鼓起
来了。王倩赢得社员的信任，社员们也送
给王倩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草莓公主”。

把体验式深加工“带”起来

合作社的草莓不愁卖了，王倩又开始
思考新的发展路径：延伸合作社草莓生产
的产业链，把草莓深加工契合游客的体验
加入到草莓采摘和观光旅游的项目当中。

“草莓十月中旬上市，到来年的五六
月份就结束了，”王倩说，“现在开展的观
光旅游，游客只是来看一看，玩一玩，顺便
摘点草莓带回家。我们下一步想换一种
思路，就是让游客能亲身制作草莓蛋糕、
草莓酱，把这个产业做大，把草莓的生产
周期延续到全年。”

在观光农场里，记者看到有间小展厅
里陈列着镰刀、镢头、耙子等农具，还有精
心挂起的手织布、手工编织的纸盒、剪纸
画等颇具民俗风格的展品，游客既可以观
赏，也可以自己动手制作，吸引了不少小
朋友在这儿玩耍。“以前没见过，很好玩，
我还可以自己做，和学校的手工课差不
多。”今年上二年级的小子文兴奋地向记
者展示了自己的剪纸作品“小兔子”。

“虽然从小在农村长大，但我们 80 后
很少干农活儿，有些农具都不认识了，现
在的小孩儿估计就更不认识了。”王倩说，

“我接触农具之后，觉得挺有意思，就开始
收集，慢慢地发现农村的一些民俗挺有趣
的，我也一块儿收集了下来，作为我们观
光旅游的一个项目保留下来。”

助大学生创业一臂之力

当扩大规模盖温室大棚时，妇联协调
政府有关部门，帮她争取了农业补贴；当
资金出现困难时，妇联为她争取了贷款；
当想通过网络发展时，还是妇联给她带来
O2O 营销模式的相关材料，帮她聘请创
业导师。为回报政府和社会对她的支持
与帮助，王倩也在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
尤其是关注和帮助刚起步创业的大学生。

除了合作社的理事长外，王倩还有一
个头衔，那就是青岛市妇联领衔的青岛女
大学生创业联盟的副会长，该联盟目前的
成员已经达到 120 多人。王倩经常在合
作社举办活动，邀请刚加入自主创业联盟
的大学生一起座谈交流。

“我也算是闯过来了，有些经验也能
和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有个初步认识，”
王倩说，“创业的前期是辛苦而又充满挑
战的，但是一定要坚定信念，不要害怕困
难。要多学习专业知识，与各行各业的创
业者交流，避免走弯路。”

从医科大学生到“草莓公主”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晓 顺

人物简介：

王倩，山东青岛曹村草莓农业

合作社理事长。她花了4年时间，

把合作社草莓的种植面积从50亩

扩展到 1500多亩，社员也从 30户

发展到了 156户，社员每亩增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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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巾帼建功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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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9日 21时，武汉中雨。
虽已进入春天，但是雨夜的江风依

然透着凉意。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队长
俞关荣像往常一样，坚守在汉口龙王庙
长江边上。他手持高倍夜视望远镜搜寻
着江面，毫不松懈。

5 年来，他带领的这支由武汉三镇
22 支冬泳队组成的长江救援志愿队，坚
守在长江与汉江的两江四岸，已挽救了
200多名落水者的生命。

如果不是去年 10 月 25 日，队员陈忠
贵因救人牺牲，也许不会有多少人知道
有这么一群人在默默地为生命坚守⋯⋯

一个名字铸就一座丰碑

在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中，65 岁的
童淑华年纪最大。他说起那天救人的一
幕，犹在眼前。

去年 10 月 25 日 20 时许，汉口王家
巷轮渡码头传来急促的呼救声。陈忠贵
等 7 名正在码头帐篷里休息的冬泳队员
连忙赶到一艘驳船上查看。距离船头约
5 米处的江中，一年轻人身体被大片水葫
芦包围，仅头部探出江面。20余米外，另
有两名年轻人在江面上起起伏伏。

童淑华将驳船甲板上的塑料软管绑
在腰间，蔡从庆套着一个游泳圈，而 64
岁的陈忠贵救人心切，未做防护准备，
就与同伴一起纵身跃入江中。

救援中，童淑华和陈忠贵两次下水，
救出两人。在将第二位溺水者拉上岸
后，体力不支的童淑华瘫软在沙滩上。

“龙王庙、王家巷一带，汉江与长江
交汇，堪称长江水情最复杂的地带。水
急、漩涡多，再加上不断有水葫芦随着湍
急的江水席卷而下，救援现场可谓危机
重重。”据冬泳队队员李首快回忆，面对夜
色中被水葫芦覆盖得黑压压的江面，“再
次下水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但他们没有
丝毫迟疑，在落水者即将被淹没的瞬间，
再度跃入长江救人。在蔡从庆、陈忠贵
向距离最远的一名溺水者游去时，“年纪

最大的陈忠贵明显有些体力不支。”两名
队员一左一右拉着溺水者往回游时，在
岸边指挥救援行动的李首快看到，“老陈
刚探出头，一个浪打来，一大片水葫芦压
在他头上，陈忠贵就再也没能出来。”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
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
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
代的人们。”这是陈忠贵的儿子陈思在清
点父亲遗物时，在摘抄本上看到的。

出事当天，陈忠贵第一次救人上岸
后，队员们纷纷劝阻他不要再下水。但
他还是跳到江中。陈思说：“让他选择
100 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救
人。”陈忠贵所在的救援队队员说，老
陈就是一支火炬、一座丰碑。

一个群体的默默坚守

4 天后，陈忠贵的遗体在 15 公里外
的天兴洲被找到。

当天，与陈忠贵一起进行施救的还
有 6 人。当时，在场的人们并不知道这
些施救者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长江救援
志愿队队员。

陈忠贵的英勇事迹不胫而走，一个
个救人的故事也浮出水面——

去年 7月上旬，一名男童独自在大堤
口江边玩耍，不小心踩到青苔后坠入江中，
在此值守的吴晓君潜入江底将其救起。

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也没有任何报
酬，这群冬泳爱好者彼此约定，把看见险
情、施以援手的人性本能，变成了轮值江
边、守望生命的共同责任。

救援志愿队队员来自武汉 22支冬泳
队，平时游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值守点。

长江汉江交汇，在武汉形成两江四岸
350公里岸线。江水湍急，特别是夏秋汛
期，水流最急时达到每秒 6米。每年三镇
溺亡事故，多则百余人，少则数十人。

冬泳队员们都是游泳好手，大多数
都有在江中“拉人一把”的经历。

“组建一支队伍，比较专业地开展

救援”，2009 年，圣士长游冬泳队队长
俞关荣在悠游网发帖倡议。

2010 年 3 月，武汉三镇 18 支冬泳
队队长齐聚一堂，酝酿成立长江救援志
愿队。章程草案确立，投票表决。商议
到“报名须知”第五条，大家沉默了一
会儿，最后全票通过。

这一条是：“本人在报名时意识到所
志愿参与的救援行动本身所潜在的风
险：包括人身伤害、物质和经济损失、工
作受误，并且可能得不到合理的赔偿。”

一张张《水上救援队报名表》分送到
18 支冬泳队。拿着表，队员们不约而同
留意到了“报名须知”第五条，笑称是“生
死状”。笑归笑，大家仍一致同意。

俞关荣被推举为长江救援志愿队队
长。消息传出，又有 4 支冬泳队加入。
这 22 支冬泳队，覆盖了武汉市各处亲
水点：长江最上游有平湖门队，最下游
有钢城建五队；汉江最上游有古田队，
最下游有龙王庙队。

志愿队中有工人、干部、银行职
员、教师、公务员、出租车司机、私企
老板⋯⋯他们中最小的 41 岁，最大的
70岁。

青山区李宇飞是一家高新材料研发
公司的总经理，北上广来回飞、国际电
话打不停，但脱下西装穿上泳裤，就和
其他队员一样。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袁师傅，在大堤
口值守，平时经营一家汽配店，身家上
千万。

李世平是出租车司机，值守月亮湾。
“不管是下岗职工还是千万富翁，

穿上泳衣就是长江救援志愿者。”志愿
队队长俞关荣说。俞队长本人，是武汉
最大一家翻译公司的总监。

这样一群社会身份迥异、家庭境况不
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坚守着同一个约定。

去年 5 月，志愿队推出区域值守制
度。整个夏天，在长江王家巷码头、汉
阳门、大堤口、建五码头、二桥江滩、
龙王庙和汉江崇仁路、古田，每天都有

志愿队员分时段轮流值守这 8 个游泳人
群密集区域。值守的任务，除了救援，
还包括提醒戏水者离开危险水域。

英雄壮举让志愿精神永存

陈忠贵的牺牲，让大家重新掂量起
志愿队“报名须知”中第五条的分量。

陈忠贵是救援志愿队的第一个牺牲
者，也许不会是最后一个。志愿队员们
对此都很清楚，但没有一个人要求退出。

其实在多年的救援过程中，多位队
员都险些成为“第一个”。

去年 5 月底，队员张纯详在青山区
建设五路江滩遇险。他将溺水的年轻人
双手反扣，准备往岸边拖，没想到被年
轻人一个后蹬腿踢中要害，“当时，人
几乎晕厥”。幸运的是，队友及时将游
泳圈扔了过来。

同年 7 月 23 日晚，汉阳门码头，江
水超出防洪设防线 1 米多。由于天气
热，戏水人极多，险情不断。值守在这
里的赵汉清下水 5 次，救起 6 人。最后
一次上岸时，他的两腿直打颤。

“体力完全透支，但在当时的情况
下，根本考虑不了更多。”赵汉清事后说。

陈忠贵牺牲已有数月，长江救援志
愿队没有一个队员退出，而且队伍规模
还从最初的 22 支扩大到 31 支，人数从
最初的 114人升至 1150人。

从游泳者到救人者，从个人自发救
人到组织起来守望长江汉水，救援志愿
队不仅集合了一个个好人，还将古道热
肠的传统转化为一个现代志愿者组织的
精神内核，在现代城市生活里焕发出别
样的豪迈壮美。

生 命 守 护 神
——记湖北省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

本报记者 郑明桥

2 月 28 日清晨，寒冷的气息再次回归重庆。重庆北
站熙熙攘攘，人流如织。成渝铁路动车客运员阿衣以卡
着装整齐，精神抖擞，有序组织旅客上车后，笔直站立在
2 站台，目送重庆北到成都的 D5101 次列车缓缓开出。
列车越来越远，细雨朦胧了视线，一样的列车，一样的工
作，让她的思绪回到 2009年。

扎根车站,坚守的信念从未改变

2009年 9月 28日，“成渝”和谐号动车开行了，这
是成都铁路局在成渝两地之间首次开行最高时速为 200
公里的动车，标志着西南铁路的高铁时代正式开启。那
年，阿衣以卡来到重庆车站，成为首批在动车班组从
事客运工作的职工。阿衣以卡说：“我很庆幸自己能
搭上西南高铁的第一班车，成为动车班组的职工。我
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工作，为更多的旅客好好服
务。”5 年来，随着成渝动车对数的增加、渝利动车的
开行，动车班组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班组成员也从原
来的 28 人增加到了 73 人。如今，和阿衣以卡一样战斗
在动车班组 5 年的姐妹仅存 4 人，大家都戏称她们为

“四朵金花”。
说起这“四朵金花”，北客售车间副主任欧铁君最有

感触：“从 2009 年动车开行，我一直和这些小妹妹在一
起，动车班组相对其他客运班组来说，工作标准更高，工
作强度更大，好多人都离开了。阿衣以卡是‘四朵金花’
里的‘索玛花’，是最能吃苦的孩子，现在是班组的工作骨
干，业务过硬，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呢！”

“现在的工作尽管辛苦，但是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
车站就是我的家，同事们就是我的亲人，我不愿意离开。”
阿衣以卡的眼睛里满是真诚。

笑靥如花,旅客的称赞不计其数

车站动车班组是重庆市的“青年文明号”，阿衣以
卡是班组的青年骨干。她时刻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一直遵循“以人为本，旅客至上”的服务理念，尽心尽
力地干好每一天的工作，全心全意服务好每一位旅客，
用她的微笑温暖旅途中的人们。班组每个季度的星级评
定，她都名列前茅，服务台的留言簿上也有很多感激她
的话语。

还记得那是 12 月的深夜，阿衣以卡负责最后一班
岗，她正准备关闭候车室大门，就见一位婆婆蜷缩在角
落，寒风呼啸，婆婆瑟瑟发抖。阿衣以卡赶紧把婆婆扶起
来，领她来到服务台，端来一杯热水。

原来，婆婆今年 65 岁，家住合川，家里有一个患
抑郁症的女儿和自己相依为命。一个月前，女儿一个人
出门走失了。婆婆焦急万分，托人八方寻找。昨天下
午，婆婆接到好心人的电话，说上海有一个各种特征都
很像自己女儿的人。婆婆来到车站，准备买最早一班到
上海的车票。终于，她买到了明早 8 点到上海的快车
票。婆婆在重庆人生地不熟，又实在舍不得去住旅馆，
只能蜷缩在候车室的屋檐下，苦等天亮。阿衣以卡看到
后，找到了值班员李玥欣，将婆婆的情况和盘托出，李
玥欣当即赞同，将婆婆安排在间休室住下。第二天一
早，阿衣以卡又给婆婆买了面包、水、方便面等食品，
送婆婆上车。婆婆很感动，拉着阿衣以卡的手不舍得松
开⋯⋯

“其实我帮助旅客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我只想要用
自己的真心去对待每一个人。面对数以万计的旅客，有
时觉得很累，不过只要能看到他们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阿衣以卡望着候车室来来往往的
人群，笑容甜美，就如那朵盛开的索玛花。

笑 脸 如 花 迎 旅 客
——记成渝铁路动车员工阿衣以卡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刘真珍

群像素描

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 2010

年 3 月成立，由武汉三镇 22 支冬

泳队组成，志愿队中有工人、干

部、银行职员、教师、公务员、出租

车司机⋯⋯年龄最小的 41 岁，最

大的 70 岁。他们常年默默坚守

在长江与汉江的两江四岸。志愿

队成立以来共挽救 200 多名落水

者的生命。

更 多 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图① 长江救援志愿队合影。

资料照片
图② 队员们在进行救援打捞

练习。 朱素芳摄
图③ 救援队员吴桂涛苦练跳

水本领。 资料照片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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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在宁夏泾源县泾河源镇底沟村教学点，教师于广银

在给学生上课（3 月 19 日摄）。这个教学点只有于广银和

妻子马吟两名老师以及 17 名孩子。这对夫妻教师已经

在这里任教七年。

近日，记者在素有“贫瘠甲天下”之称的宁夏西海固

地区采访，发现不少规模较小、设施简陋的“麻雀学校”，

有的只有两到三名学生，有的学校只有一两间教室。在

这些艰苦的“麻雀学校”里，却坚守着一批诲人不倦的“麻

雀园丁”，拿着微薄的薪水却还经常贴补村里生活困难的

孩子。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麻雀园丁”的爱和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