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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热山丘！
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名字，却不是

山，不是丘，也不是风景点。这是畅销台
湾的一种小食品，它传统名字叫凤梨酥。

在台湾南投县南投市凤凰山里八卦
路，我们找到微热山丘的“大本营”：一个
院落，三面房子，一面敞开，人们称之为

“三合院”。春节贴的对联还没有褪色：
“微热品评人潮涌，山丘云集青蚨至”，巧
妙地把微热山丘的名字嵌进了对联。

凤凰山里属于八卦山脉，附近有很多
隆起的山丘。“我们是先有品牌，再有产
品。”负责接待的陈功儒介绍说，取名“微
热山丘”就是要表达一种美好愿望：欢迎
大家到山丘上坐坐，好客的人们会让你心
头微微发热。当地人对过路客人会习惯
性地问“要不要坐下来喝杯茶”，他们称之
为“奉茶文化”，微热山丘首先要延续这种
文化。

从 2009 年开始运营，微热山丘刚满
6 岁。创始人许铭仁是从这个小院子走

出去的一名电子工程师。微热山丘的故
事，也透着乡土意味。许铭仁在台北从
事电子行业工作，父亲和弟弟仍然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以传统的凤梨种植为
生。许铭仁看到父辈和兄弟年复一年艰
辛劳作却得不到更多回报，就想着要为
他们做点什么。于是，他从“线性的逻
辑数位来了个 180 度转向”，参与到农产
品经营开发中。

和许铭仁一同创业的四个伙伴中，有
一位是有经验的糕点师傅。于是，他们从
当地农民种植的凤梨着眼，盯住了凤梨
酥。“凤梨酥是台湾传统食品，但很多已经
没有原来的酸味，而制成了甜的。”许铭仁
说，他们要努力做的，就是让人们重新吃
到传统的酸酸的凤梨酥。

微热山丘的初衷是要办成和农民利
益连在一起的企业，所以，他们与农民打
交道的经历耐人寻味。陈功儒说，现在整
个台湾 3.5%的凤梨卖给了微热山丘，他
们与农民打交道坚持简单易懂的原则，对

农民只提两条要求：凤梨个子必须达到一
定标准；收摘之后不能存放太久，要尽快
卖给微热山丘。

微热山丘对农民坚持简单原则，对企
业自身却进行苛刻的质量控制。他们六
年只做一个产品，而且在产品经营上先做
质量、再做数量。微热山丘凤梨酥保质期
只有 15 天。陈功儒说，“如果要增加数
量，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把保质期延长。但
我们没有这样做，首先要保证质量。”为了
争取时间，微热山丘的产品下午两点出
炉，要立即送机场，他们称自己的产品是

“坐飞机的糕点”。
凤凰山里八卦路过去也有些过路

客人，但每天也就几十个。有了微热
山丘之后，这里每天客人有几千，周
末能达到两万人。每一位来客都可以
免费得到一杯茶，免费品尝一块微热
山丘凤梨酥。“一年下来，我们送出去的
就有不少”，许铭仁说，但他们仍然坚持
请客人免费品尝，争取让来这里的人

“心头微热”。
现在，微热山丘正准备推出第二个产

品：蜜蜂糖蛋糕。这是用台湾本地的龙眼
蜂蜜，由甘蔗榨汁萃取甘蔗糖，加上本地
的一种鸡蛋做成的蛋糕。“这个产品也是
与农民合作实现的”，陈功儒说。

今天，微热山丘不仅在台北等地开
设了销售点，还把产品送到日本、新加
坡等海外市场。最近，他们在上海也开
了新店。微热山丘参与网络销售，但他
们更希望探索一种体验直配的销售模
式。门店是一个展示窗口，希望顾客门
店接触微热山丘，更希望他们都能到这
凤凰山里来，“坐下来喝杯茶，和乡亲们
面对面交流”。

陈功儒说，几个人最初回到凤凰山里
做传统凤梨酥，没有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
局面。这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他们希望
这个“意外”能够长久地坚持下去，能有更
多人到三合院里，坐下来喝杯茶，品尝传
统的凤梨酥！

微 热 飘 香 满 山 丘
——台湾现代农业采访之二

本报记者 魏永刚 廉 丹 崔 军

5 月 6 日 14 时 30 分，西藏日喀则
市桑珠孜区受灾群众安置点内，顶顶帐
篷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招展。

马路边的一处水龙头前，樟木村的
曲珍正在细心地洗着拖布。“帐篷里铺
上了地板胶，这几天踩得有点脏了，要
拖一拖。”曲珍边洗边说。放眼望去，
附 近 的 水 龙 头 处 也 有 人 在 洗 衣 服 、
洗脸。

尼泊尔“4·25”地震已经过去 11 天
了，全员撤离的近 6000 名樟木镇受灾
群众已经在日喀则市的两处安置点安顿
下来。安置点虽然设立仅仅一周，但已
颇具规模，一条由帐篷组成的临时街道
里，超市、医院、邮局、银行、通讯服务点
等应有尽有。各种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可以满足受灾群众的各种生活要求。

沿着帐篷区内用红色地砖铺出来的
小路，记者随机进入一顶帐篷。

“来，喝杯甜茶。”来自聂拉木县樟
木镇帮村的达娃次仁看到记者进来，连
忙起身招呼。拗不过主人的热情，喝下
半杯甜茶后，记者开始打量达娃次仁临
时的家。3 张钢架床沿着帐篷壁摆放，
床前摆着一张当茶几用的桌子，桌子左
前方摆放着一台液晶电视。房间虽然简
陋，但被勤劳的主人收拾得干干净净。

达娃次仁告诉记者，甜茶是当地百
姓最爱喝的饮品之一。出于安全考虑，
帐篷内既不能生火，也不能乱接电线，
给制作甜茶带来一定困难。为了保障甜
茶供应，日喀则市妇联在安置点内设立
了免费的甜茶供应点，灾民提着热水瓶
去就可以灌满一瓶。

正聊着，达娃次仁的姨妈朗杰卓玛
回 来 了 。 73 岁 的 她 在 地 震 中 手 指 骨
折，这几天一直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诊
治，这不，刚换完药回来。

搀扶姨妈坐下，达娃次仁给老人家
打开了电视机。早在几天前，在国家电
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的电力抢修队努力
下，安置点内全部通电，广电部门还为
每顶帐篷配备一台电视机，现在他们在
家里就可以收看电视节目。

“我们在这里生活，物质上什么都

不缺。”达娃次仁边看电视边说。
告别达娃次仁一家，我们又来到了

樟木村群众干查家的帐篷。掀开门帘，
干查正在逗自家的“佳美”玩。“佳
美”是他们从樟木带过来的小狗，养了
14 年，有了很深的感情，干查家撤离
的时候只带了两包东西，却不忘带上
佳美。

虽然带的东西少，但当记者问起他
是否缺少什么时，他摇摇头。

“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物质保
障，我们有水喝、有饭吃、有衣穿、有
病可以就近看，基本上什么都不缺。”
达娃次仁愉快地说。

干查的孩子在内地上学，干查原来
很担心不能按时给孩子寄生活费，没想
到农业银行及时开设了临时网点，这个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从生活的角度看，这里和樟木家
里差不多。但我们是生意人，还是想早
日开张，不能什么都等靠要，自己也要
努力，尽快把店铺开起来。”说起心里
的隐忧，48 岁的干查流露出生意人的
干练。

这 里 和 家 一 样 暖
——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受灾群众安置点见闻

本报记者 代 玲

左图 日喀则妇联巾帼志愿者服务

队在桑珠孜区安置点为受灾群众熬制甜

茶，确保受灾群众能喝到地道的樟木风

味甜茶。

下图 安置点帐篷幼儿园内，来自

樟木镇的小朋友正在上课。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在上海国际旅行社担任导游、领队的
20 年里，胡蓉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了
一个基层旅游从业者的先锋形象。不事
张扬、干练内敛的她，凭着勇于挑战、挚诚
实干的精神，不断书写新的成绩。

翻译导游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职
业。尽管学的是日语专业，有扎实的语言
基础，但初入行的胡蓉对旅游行业几乎完
全陌生。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忱与对行
业的热爱，胡蓉积极自学，抓住每个机会
向公司的领导、同事求教。在公司的培训
活动及业务座谈会上，胡蓉总是表现积
极 ，展 现 出 一 位 基 层 导 游 的 良 好 职 业
素养。

“服务质量是衡量旅行社工作的重要
标志，是旅游市场发展的永恒主题，所有
工作都要建立在‘服务’这个基点上。”公

司领导反复强调的这席话，牢牢印刻在胡
蓉的脑中，也体现在她的行动上。

新西兰当地时间 2012 年 7 月 5 日。
早上 7 点左右，胡蓉带队前往知名景点峡
湾参观游览。途中，胡蓉等人突然发现后
方的大巴遭遇了翻车。当时胡蓉的第一
反应就是救人。但是，作为一名领队，胡
蓉必须对整个团队的成员负责。于是，她
迅速和大家商量，并达成了马上救人的一
致意见。当团员们到达事故车辆前时，那
辆旅游巴士已经侧翻，油箱正在漏油，游
客们则被困在车厢中。

胡蓉带领的旅行团中的几位男游客
立刻开始砸窗救人。胡蓉在嘱咐完自己
所带车上的老人孩子千万别下车后，也拿
起灭火器加入了救援行列。10 多分钟
后，30 多位游客均被顺利救出。随后，胡

蓉一直等到救护车抵达，并帮助伤者做
翻译。

事后，被救游客及家属纷纷给上海国
旅打来电话，感谢游客和领队的勇敢之
举，为伤者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然
而，胡蓉却很谦虚地将功劳归功于游客和
公司。

不仅是对游客，在朋友圈中，胡蓉的
乐于助人也是出了名的，谁有困难找她，
她一定出手相助。

2001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胡蓉结识
了一位日本友人大西直美。她是日本民
间组织向日葵就学援助小组的成员，通过
义卖筹集资金购买学习生活用品，送给中
国云南贫困地区的儿童。这些义卖物品
都是由大西直美等 12 位日本民间热心人
士亲手制作的。为了找到合适的原材料，

大西直美想到了上海的城隍庙小商品
市场。

听完大西直美的介绍，胡蓉立即自告
奋勇当上了义务的翻译兼探路员。每次
大西直美来上海前，胡蓉都会利用休息时
间去小商品市场打前站，摸清商品目前的
价格。大西直美到达上海后，胡蓉更是全
程陪同她采购原材料，每次都能帮大西直
美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几年来，大西直
美每年都要来上海采购 2 到 3 次，而胡蓉
也一直利用业余时间默默帮助她。

对于这些，胡蓉总是很淡然。她说，
做人是做事的基础，只有堂堂正正做人，
这一辈子才能走得踏实。而对于这份职
业，她是发自心底的热爱，“旅游是一份让
人快乐的事业，看着我的客人高兴，我就
特别满足。”

上海国际旅行社导游胡蓉：

古道热肠传递正能量
本报记者 郑 彬

本报北京 5 月 6 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在近日召
开的全国职业病防治工作视频会议上，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表示，要把职业病防治工作摆上
更加重要的位置，将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要加强职业
卫生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建立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一体
化监管执法制度，提高监管实效。

近年来，全国职业病防治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建
立了以《职业病防治法》为主体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理
顺了“防、治、保”相结合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格局，健全完
善了职业病防治制度和网络体系。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职业病诊断机构 604
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3438 家，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1362 家，重点职业病主动监测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作
已覆盖全国 134个县 3617家企业，监测人群达 17万人。

本报北京 5 月 6 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司法部近
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

《司法行政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办法》等涉法涉诉信访改革
配套文件，就深入推进司法行政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依法
解决人民群众的合法合理诉求，切实维护司法权威提出
了具体要求。

其中，《关于进一步加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
提出把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解决，要求建立
诉访分离、程序导入、责任追究等机制，重点明确了诉访
分离的标准，细化了将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相应法定
程序的具体情形。

《司法行政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办法》则围绕建立和完善
司法行政机关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终结退出机制，防止信访
案件终而不结、无限申诉，对依法终结的涵义、终结条件的
范围等作出规定，确保终结质量，并对信访事项终结后信访
人继续缠访闹访等行为明确了综合化解的措施和要求。

司法部出台配套文件

把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

健全完善防治制度和网络体系

去年重点职业病监测人群达17万人

（上接第一版）

其中，工业机器人产业布局尤为快速。工业机器人被列
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上海已经有ABB、库卡等一
批国际知名企业，以及新松机器人、上海新时达等国内工业
机器人厂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青岛已有20余家
工业机器人企业，年产值约3亿元。芜湖计划今年形成产业
规模超200亿元的芜马合作工业机器人产业集群。

据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树翀介绍，预计
2015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将增长到 15140 台，增速为
25.6%，2017 年产量预计达到 23620 台，复合增长率在
25.2%左右。

“国产工业机器人因为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近几年
发展较快，已初步进入产业化阶段。”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执行副会长、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兼秘书
长宋晓刚说。

研发体系初步形成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政府对于工业机器人的各项扶
持政策并不亚于当年的日本和韩国。”李树翀表示，在政
策推动下，中国机器人产业正逐步建立起研发体系，相关
行业配套支撑能力也在不断加强。

目前，我国机器人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从机器人应用
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研发体系，在工业与服务机器人产
业化、特种机器人技术攻关与系统应用、机器人前沿技术
储备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从工业机器人生产研发等产业的角度来看，东北、
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发展较好。”李树翀说。

其中，东北是国内老工业基地，是最早从事于工业机
器人生产的地区，主要企业包括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司、哈
尔滨博时自动化设备等。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汽车制造业、
电子制造企业集中地，也是重要的机器人自动化公司集聚
地，主要企业有上海富安工厂自动化、上海机电一体化工
程中心、上海广茂达伙伴机器人等。京津冀地区因其技术
优势，机器人产业也有所发展，代表企业包括北京紫光、艾
捷默、远大超人、拓博尔等，覆盖领域包括工业机器人及其
自动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等产品和服务。

研发体系的初步建立，正有力推动我国机器人产业
不断技术创新，开展核心部件和关键性共性技术攻关，突
破关键技术瓶颈，提升产品稳定性和可靠度。

布局种类日益丰富

会扫地、会做饭、能端茶、能看病，虽然比工业机器人
起步晚，服务机器人却在迅速走入千家万户。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一研究所所长施进浩介绍说，服务机
器人的定位就是服务，分为专业机器人和家用机器人两
种。目前，国内的助老助残机器人、康复机器人、护理机器
人等已发展的很快，服务机器人正成为我国机器人产业
布局的下一个重点方向。

部分企业已有自主研发并被市场高度认可的产品，
比如驰名海外的大疆无人机，还有不少企业将服务机器
人作为企业战略正加快布局。中轻集团长泰机器人公司
总经理杨漾表示，机器人正从工业走向服务的广阔领域，
长泰已经在布局服务机器人，作为下一步的发展重点。新
松公司总裁曲道奎介绍说，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司今年将
增发股票 30 亿元，募集来的资金正是要用于大力发展不
同领域的机器人产品，包括洁净机器人等服务机器人，让
产品实现全覆盖。

产业园里的服务机器人布局也悄然多了起来。深圳
市的机器人产业规划提出，在服务机器人孵化工程方面，
家庭服务机器人、医疗健康机器人以及特种服务机器人
成为重中之重。在哈南工业新城机器人产业园区，送餐机
器人、炒菜机器人等服务机器人让人啧啧称奇，服务机器
人在这里很快将实现量产。

“中国服务机器人起步较晚，但将来的体量将比工业
机器人还大。”宋晓刚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服务机器人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市场布局将加
速。一方面，对消费类机器人，企业会紧密捕捉市场动向；
另一方面，养老、医疗等机器人，也是解决当下社会问题
的方向。

4月 28日，在西藏吉隆镇安置点，14
岁的尼玛顿珠正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手机
游戏。玩到兴头上，突然手机屏幕一
黑。“哎，没电了，我得去充电。”他用藏语
嘟囔着。刚嘟囔完，一溜烟就没影儿了。

经过几顶救灾帐篷，在一辆电力抢
险车后面，记者看到了正在插线充电的
尼玛顿珠。

除他之外，一堆人正围坐在一字排
开的几张藏式桌子前，盯着桌上放着的
七八个插线板连接着的手机，一旁汽油
发电机轰轰轰地响个不停。

罗布旦增一边充电一边留意手机的
动静。他平时是跑运输的，最近这几天
虽然受灾，但他的生意没有停，时不时就
会有人打来电话让他去拉货。前几天手
机没电时可让他急死了。

“昨天手机没电，我到处找地方充

电。后来亲戚告诉我电力公司在这里提
供免费充电，我就赶紧过来了。最近让
我拉货的人不少，可不能耽误了。”罗布
旦增说。

在国家电网日喀则供电公司提供的
“手机加油站”，不仅有给手机充电的，还
有给电脑充电的，只要插线板一有空位，
立刻就被等在一旁的人补上。

地震灾情发生后，吉隆镇电力供应
中断。国家电网日喀则供电公司的抢险
队到达后，一边抢通电力线路恢复电力
供应，一边用汽油发电机为大家提供免
费的手机充电服务。

“现在用手机的人多了，特别是随着
这两天通讯信号的恢复，大家都渴望用
手机对外联络，所以我们建了手机充电
服务点，为受灾群众提供服务。”国家电
网日喀则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黄发仁说。

手机有了“加油站”
本报记者 代 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