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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侯是广东梅州市首个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作为
百侯镇核心区的侯南村，则
有着中国传统古村落、中国
传统村落、全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之美誉。广东大埔县公
安局百侯派出所侯南警务室
民警刘万涌用“警色”守护

“古色”，在打造具有百侯人
文特色工作中，递交了一份
让组织满意、群众点赞、同
事认可的满意答卷。

“拉家常式”串门走访
是刘万涌的工作经验。因为
经常入户串门“刷脸”，当
地干部群众都叫他“刘教
头”。刘万涌也常常对外自
豪地称自己在侯南三十六巷

“巷巷有熟人”。通过串门走
访，与群众家长里短，刘万
涌可以及时掌握情况，发现
问题苗头，将系列矛盾纠纷
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小
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今年以来，刘万涌调处各类
矛盾纠纷近80起。

晚饭后的刘万涌经常与
值班同事一起“散步”，走
街串巷，久而久之，这成为
侯南社区一道“风景”。有
群众表示，一看到他们在

“散步”，心里就感觉很踏
实。今年来，通过这种“散
步式”的巡逻方式，辖区内
治安案件同比下降63%，侯南社区群众的平安指数得
到极大提升，群众更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用情怀守护古村落，做古村落的“守护者”。百
侯全镇共有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建筑 120 多
座，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官厅式古民居最多的地方，
特色古民居群美轮美奂的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保护
压力。

为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刘万涌主动通过自学、请教
文物专家来提升文物鉴赏水平。结合自己负责的全镇消
防安全工作，刘万涌把侯南社区列为重点整治区域，一
遍又一遍地开展普查工作，做到“一屋一档案三清
楚”，先后消除潜在消防安全隐患13处，成功处置辖区
内各类火情7起，为古民居保护筑起“防火墙”。

近年来，在刘万涌的带领下，通过人防、物防、
技防等措施，成功破获3宗盗窃古民居案件，抓获犯
罪嫌疑人4名，追回被盗古民居物件一批，有力打击
了破坏文物古迹和古民居的违法犯罪行为。

同时，刘万涌还致力做地方文化的传播者。享有
“文化之乡、华侨之乡、人才之乡”三乡美誉的百侯
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在保护好、守护好古民居的基
础上，刘万涌始终秉承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理念，充
分利用举办各类主题活动等契机，主动对外推介百侯
人文，让更多的人认识百侯、了解百侯、宣传百侯。

入冬后，河北坝上霜重风硬，气温
走低。而在坝头高地张家口市张北县小
二台镇的一处宾馆会议室里，则暖意浓
浓、座无虚席。

正在这里召开的 2019年张北蔬菜产
销座谈会上，一位身材高大、满头白发
的老人正给张北县蔬菜种植大户、蔬菜
商会成员等参会人员讲解明年特色菜种
植品种的市场行情。

“老杨还是这么硬朗，自己开着电动
小三轮拉上种植的特菜来给我们上课。
这可是我们菜农的‘财神爷’，你不听仔
细了可要吃亏哟！”小二台乡种菜大户刘
库一边做着笔记，一边给一个新入行的
小伙子讲。他口中的“财神爷”名叫杨
福存，今年已经 79岁，是河北农业大学
的一名退休教授。

扎根坝上的文化人

距离张北小二台镇河北农大张北实
验站不远的一处路边门脸房，是杨福存
在张北的“家”：一间宿舍、一间杂物
室，房后是一片蔬菜大棚，种植的每种
蔬菜都标着编码。“特菜是我现在研究的
方向，这些菜附加值高，一旦推广，农
民的收入会更高。”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
道，为了这些菜，杨福存一年中有 300
天住在坝上，3个女儿称他是家里的“编
外人员”，老伴也笑说他回家是“做客”。

1990 年，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为
推进国家连片贫困地区脱贫工作，针对
张家口坝上地区农业生产，实施了一项
旱地农业科技攻关课题，河北农大作为
第一承担单位，要选派一批优秀科技工
作者来建实验站。时年 51岁的杨福存主
动请缨，担负课题组负责人，从那时起
他就扎根在这里。

当时的坝上，粮草短缺、经济贫困、生
态恶化。张家口地区主管农业的副专员
费道说：“张家口坝上地区条件如此恶劣，
河北农大的老师们能来就很不易。”

由于张北地区属于高海拔严寒区
域，当地主要农作物只有莜麦、土豆、
胡麻等几项，而且产量很低。比如占到
种植面积 70%的莜麦，当时的最高亩产
不过百十来斤，一旦遭遇旱年产量就
更少。

杨福存参与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就是
推进莜麦增产。当地老百姓贫困闭塞的
生活环境，深深地激发了杨福存和同事
们的使命感，他说：“一年不行就两年，
两年不行就十年！”

原野上，杨福存和同事们与土地亲
密接触。从春天播种到秋天收获，几乎
每天都出现在现场。特别是夏天的坝
上，太阳紫外线照射强烈，在浓密的莜
麦田中，头顶太阳晒，地下热气烤。但
杨福存他们这些城里来的文化人似乎比
当地农民还能吃苦。在一系列攻关措施
实施后，课题组筛选出了采用氮磷配方
施肥，实施合理密植改善行株距离等方
法取得了好效果，使得坝上莜麦亩产由
100斤提高到200斤，随后又提高到400

斤，一举改变了张家口西北及内蒙古东
部地区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的历史。

1994 年底，根据课题安排，杨福存
和同事到坝上各县调研，他们发现，坝
上区域虽然粮食增长了，但老百姓的生
活依然不富裕，原因是这里的传统农作
物不具备市场优势，农民的农产品卖不
出钱。

能不能改变种植结构，在坝上发展
错季蔬菜？课题组的建议立即得到省里
有关部门的支持。1995 年春天，杨福存
迫不及待地在张北搞起了白菜种植试
验。就在试验最为紧迫的时候，他的右
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不得不做人工晶
体移植手术，术后视力仅为 0.02。就在
此时，他得知自己的小拱棚育苗由于遇
到倒春寒，全军覆没了。他不顾医生和
家人劝阻赶回张北。为了不误农时，同
是项目主持人的张立峰教授做了杨福存
的 “ 眼 睛 ” 和 “ 拐 棍 ”， 进 行 第 二 次
育苗。

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福存在坝上试
种的两个品种大白菜全部获得成功。“看
到杨老师每天靠着微弱的视力，整理试
验数据，我既心疼也钦佩，从杨老师身
上，我看到了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纯
粹与初心。”张立峰感慨地说。

跨行越界的经纪人

为了说服农民种植蔬菜，杨福存骑
着自行车到周围的自然村挨个做工作。
最后还是 5 里外的徐家村村党支部书记
徐鸿“可怜”杨福存，同意在村南开辟
30多亩山坡地试种蔬菜。

到了播种季节，杨福存草帽一戴，
裤腿一挽，免费把种子送到农民手里，
和农民一起整地、播种、管理，随时观
察蔬菜长势。

人努力，天帮忙，当年 9 月他们试
种的蔬菜大丰收。“菜是我让农民种的，

我一定要让他们看到好效益。”杨福存雇
来大货车，装上村里种的几种蔬菜，凌
晨 1 点向北京蔬菜市场进发。由于司机
线路不熟，汽车到达北京蔬菜批发市场
时，那里已经散场，蔬菜不仅没能卖到
合理价格，再加上人员消耗，杨福存还
赔了4000多元。

有心栽花花未开，无心插柳柳成
荫。就在此行中，他们认识了广东常驻
北京的两名菜贩。两人了解情况后，决
定去张北考察。

他们在杨福存的引领下来到菜地，
看到品质好、少虫害的蔬菜，当即拍
板：“徐家村的菜有多少要多少。”在杨
福存的协调下，客商以每斤0.2元的价格
全部收购。这一年，徐家村仅大白菜就
人均增收 200 元，每亩收益相当于 10 亩
莜麦的收益。

此后，杨福存又在油娄沟乡兴隆村
采取小拱棚纸筒育苗，定植大田，使得
坝上冷凉的气候条件得到充分的开发与
利用。当年，白菜每亩产值 5000 元左
右，最高亩产值达6400元，创下历史新
高。这一技术很快普及到坝上各县，并
一直沿用至今。

杨福存那一次看似并不成功的经纪
人行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他招
来的两名广东客商成功进行了北菜南
销。此后，坝上 4 个县的蔬菜种植面积
迅速扩张。截至 2000 年，达 70 万亩，
其中 70%蔬菜销往南方，产值突破 15亿
元，成为坝上群众增收的主导产业。

悯农爱农的知心人

近 30年来，杨福存始终心系百姓，悯
农爱农。他 51 岁来到坝上，本可以工作
一段时间就轮换回学校，可他认为技术工
作必须保持连续性，于是，一个项目接着
一个项目做，他成了实验站坚持时间最长
的人之一。

2010 年，杨福存已年过古稀，他却表
示：“现在正是农村小康建设的关键阶段，
尤其是脱贫攻坚，离不开技术培训，我这
个老党员当然不能忘了初心，还应该贡献
最后的力量。”

张立峰感慨：“杨老师是一个替国家
和百姓着想的好老师，在张北实验站工
作的几十年，他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
们，感动着我们。”

1998 年 1 月，张北发生 7 级地震，
正在学校总结一年来科技成果的杨福存
得到消息后，立即与学校工会主席带着
师生员工捐赠的棉衣被褥和 6.4 万元捐
款，冒着零下 30℃的严寒前往张北慰
问。路上他得知老父亲病危。然而，他
秉承老父亲“国事大于家事”的训诫，
不仅将物资送到张北受灾群众手中，还
专程赶到实验站查看，确定他们的实验
设施和实验资料完好无损。在处理完这
些事后他才匆匆赶回老家，此时老父亲
已不省人事，在当晚离开了人世。

“杨老师是咱张北百姓的恩人，咱们
周边的农民谁不是靠杨老师教的技术富
起来的？谁没有得到过杨老师的关照？”
小二台乡蔬菜种植大户刘贵说，“杨老师
刚到这里时，是骑着自行车到农田里指导
农民。现在年纪大了，他买来一辆电动
车，走村串户给咱农民传经送宝，能不让
人感动吗？”刘贵告诉记者，“有一年，我因
为在外打工，没顾上给秧苗浇水，等我匆
匆赶回自家试验田，看到杨老师一个人帮
我把秧苗地全部浇了个透。你说有这样
的老师我们能不富裕吗？”

近 30年来，杨福存教授不仅没有拿
坝上人一分钱的报酬，还贴上自己的工
资为坝上百姓送种子、送资料、送技
术。如今，年近耄耋的杨福存依然初心
不改：“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只要活一
天，就要为坝上人工作一天，生命不
息，奋斗不止。我要让坝上群众的日子
过得越来越幸福。”

扎 根 坝 土 为 农 民
——记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杨福存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赵婧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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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存（左一）在与同事们交流蔬菜生长情况。 （资料照片）

今年82岁的周文荣，是江西会昌县筠门岭镇羊角
村的一名农民，他常年在当地汉仙岩景区开设茶摊，免
费为过往游客提供茶水，赢得了游客的交口称赞，被称
为“最美茶摊老人”。

1993 年，恰遇汉仙岩景区旅游兴起，每天来往的
游客络绎不绝。周文荣看到景区没有一个供游客歇息
的地方，就和村民商量在一处巨石盖顶的天然石棚下
搭了个小茶棚。周文荣购买了几张小方桌，添置了茶
具，自此，游客爬山累了便有了免费歇息喝茶的地方。

茶摊开张后，周文荣每天一早便沿着崎岖的山路
爬山3公里至茶摊，然后挑水、摘茶、烧水、泡茶。为了
方便游客喝茶，周文荣在离茶摊不远处挖了一口山泉
井，并且栽种了 20 多棵茶树。雨季水源充足，到石井
里取水即可。冬季泉井干涸，周文荣就要挑着水桶到
山下去接水。

一年又一年，周文荣坚持了26年。他说：“我是共
产党员，能为游客服务我心里很高兴。”

最美茶摊老人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游客走累了，在石棚下短暂休息，周文荣（右）总会

为游客沏好茶端上桌。

每天一大早，周文荣上山后便挑水煮茶，准备为游

客服务。

12 月 17 日 9 时许，河南鹤壁市鹤淇
大道淇河桥上一对母女掉入近 6 米深的
淇河。危急时刻，市民张辰、唐东旭、李秋
贵、何胜利、李祥阳 5 人经过十几分钟的
努力，成功将落水女孩及其母亲救起。在
寒冷的冬日，他们为这对母女搭建起一条
生命线。

“救命啊！”鹤淇大道淇河桥下传出呼
救声，河中央，一个小女孩抱着一名妇女
正在挣扎。

危急时刻，市民张辰迅速跳入河中救
人。在距岸边 20 多米处，张辰抓住了母
女二人，往岸边游时，张辰发现自己的手
脚已被冻得失去知觉，他大声呼喊：“不行
了！不行了！”

岸边的李秋贵、何胜利迅速脱下衣服
也跳入河中接力救援，他们二人从张辰手
中接过女孩，唐东旭则跳入河中将竹竿递
给张辰，竹竿的另一端握在岸上李祥阳的
手中，他将张辰拽上了岸。唐东旭再将竹
竿递给了何胜利。最终，几人通过团结协
作成功将女孩救起。

很快，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开始全力
营救。何胜利和唐东旭再次下水协助消
防救援人员将落水母亲救起。

率先跳河救人的张辰今年38岁，是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鹤壁市分公司工作人员。
当天上午，他和两位同事到淇县办事。途

经鹤淇大道淇河桥时，张辰透过车窗隐约
看到有人从桥上掉了下去，他马上要求同
事停车。下车一看，河面上有一名妇女和
一个小女孩。“我们赶紧往河边跑，同时拨
打了110和119。”张辰说，他跑到河边听见
小女孩在呼救：“快救救我和妈妈！”张辰来

不及多想，直接跳入水中向母女俩游去。
虽然张辰平时喜欢游泳，但他从未有

过冬季下水的经历，冰冷的河水和体力的
消耗让他有些吃不消。在看到母女俩被
救上岸，他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没有留
下信息便默默离开了。事后当记者辗转

联系到张辰后，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只要她们没事就好”。

“东旭救人的事在俺社区的微信群里
已经传开了，这大冷天，他一次次跳进冰
水中救人，大家都为他竖大拇指！”一时
间，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唐庄社区的
居民都在谈论跳水救人的“90 后”小伙儿
唐东旭。

“他回来时冻得直打哆嗦，我给他熬
了姜汤，他给我讲了下水救人的事，俺为
儿子感到骄傲！”唐东旭的母亲说。唐东
旭告诉记者，当时情况紧急，他先后下水5
次：“还好落水的母女都被救出来了，再有
这样的事情我还会义无反顾。”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水救
人，没有考虑河水有多凉。”今年 36 岁的
何胜利，是中建华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设计总监。“母女俩能被救上岸，主要
是大家的功劳。”何胜利说。

李祥阳今年 48岁，是一名退伍军人，
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告诉记者，当天上
午，他骑着电动车经过鹤淇大道淇河桥
时，听到桥下有人呼救。“我赶快跑了过
去，当时看到已经有几位下水救人了，我
就在岸边协助。”李祥阳说。

“当我们把小女孩和她妈妈救上岸时，
岸边的人马上脱下棉衣给她们穿上，这让
我很感动，鹤壁的好人真多。”何胜利说。

接 力 连 起 生 命 线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玉姣

市民用手机拍摄到的张辰、唐东旭、李秋贵、何胜利、李祥阳救人时的画面。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