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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峰

不知不觉间，自己与住户调查已

相伴 15个年头。回眸旧日时光，如同

一幅渐渐展开的画卷，记录着自己点

点滴滴的喜怒哀乐。

记得与住户调查的初次相识，还

是在 2006年调查队刚成立的时候，因

专业调整，第一次接触到农村住户调

查这个专业。那时的自己刚毕业两

年，从来没有跟农民打过交道，对于什

么农业经营收入、生活消费支出这些

指标更是一无所知。第一次访户看着

一本本密密麻麻的账本，难免有些手

足无措。所幸身边不乏良师益友，省

市县一个个住户调查老前辈耐心地解

释各种指标、传授各种访户技巧，慢慢

开始对住户调查有了一知半解，尝试

独立完成报表工作，下点访户时也学

着与记账户闲话家常，在聊天中了解

他们的收支情况。

2013年，住户调查迎来了一次大

变革——城乡住户一体化改革。为满

足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更加全面准确

地反映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统计

局对长期分开进行的城镇住户调查和

农村住户调查实施了一体化改革。原

先只跟农民打交道的我，也逐渐开始

接触城镇居民的日常收支。一体化改

革后，无论是样本选取还是测算口径

等，都与原先有了较大的区别，在广大

住户调查人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

了全体居民收支数据的测算、新旧口

径城乡居民收支数据衔接等工作，一

体化改革顺利完成。

2018 年，住户调查的调查方式

又一次发生变革，电子记账这种新

颖 的 调 查 方 式 首 次 走 上 了 历 史 舞

台。相比传统的纸质记账，电子记

账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数据质量

显著提升。当然，新的调查方式也

带来了新的挑战，要求专业人员熟

练掌握记账 APP 的操作技巧，对记

账户进行更为细致的培训。在推广

和辅导电子记账过程中，也涌现出了

许许多多感人事迹，其中有因为道路

不通乘坐挖掘机的铲斗进村访户的，

有冒着高温驱车数小时到偏远小渔

村记账指导的，还有在夜晚用错时入

户的办法提高访户质量的。在大家

的齐心协力下，电子记账的开户率和

数据质量都有效提升，调查样本有了

明显的提高。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宁德调查人敢于担当、积极作为，有

序开展调查工作，用自己的方式在抗

击疫情的路上默默行动着。于是，我

们看到了因疫情封控无法上门，辅调

员让记账户用绳子绑着账本“从天而

降”；看到了整村隔离后，专业人员通

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进行记账指导，

确保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看到了以视

频会议形式召开的辅调员培训会，既

避免了聚集带来的安全隐患，又保证

了培训的不间断。正是这份坚守，保

证了疫情期间工作不乱、数据不断，

也为住户调查注入了更为厚重、生动

的内涵。

15年的历程，让我从一个统计调

查队伍的新兵一步步成长为业务骨

干。住户调查的日子，将成为我人生

最为美好的一段回忆，永存记忆深处。

时 光 永 驻
■ 周盛岚

1992 年是我与统计工作结缘的开始，30 年的时光也不过是弹指一挥

间。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坚持、有很多的收获。这些时光已经远去，但

统计工作留在我身上的印记日渐鲜明。

少壮工夫老始成。入职之初我主要负责外经统计，刚开始跟着师傅学

习催表、审数、写信息……几轮下来，觉得干统计既需要耐心细致，又是需要

宏观综合。2000年起我开始从事设计管理工作，更是坚定了我这个认知。

从修订第一本统计制度到统筹制定北京市经济普查制度，到作为业务总牵

头完成北京统计信息化二期建设，到牵头负责局队部分业务分工调整等等，

无数次的分析讨论、无数次的沟通协调，我始终坚持每年年报时所有的制度

必须看 3遍以上，尽可能掌握调查制度的变化要求，始终坚持利用一切机会

获取各种知识作为日后解决问题的储备，始终坚持立足为专业处室做好服

务来加强工作的规范化。多年的制度方法工作培养了我的大局观、组织能

力和协调能力。“一勤天下无难事”，只要肯塌下心来，抓住青春年少的美好

时光埋头苦干、奋力拼搏，自身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

难、实现不了的目标。

绝知此事要躬行。虽然在统计战线工作的时间已经近 30 年，但我

是 2009 年才因为任职进入到北京调查总队，由于北京局队融合的办公

模式，北京总队的制度方法工作真正独立开展要到 2017 年北京调查总

队独立办公运行之后。原来区一级整齐的队伍换成了一水儿的身兼数

职的设管新兵，调查对象从受法律约束的市场主体变成了自由度颇高的

居民住户，调查对象和统计部门之间的辅助调查员成为业务流程上的

新管理环节。面对新情况，若干年来在办公室里积累下来的经验似乎不

大管用了，除了从头学习没有别的办法。在海淀调查队挂职期间，我跟

着科里的同志们一点一点地钻研统计调查制度，梳理工作流程，一起入

户看记账户如何记账，听调查员如何询问数据差异，开展专项调查前深

入小区学画小区平面图，从电话联系到现场采集数据全流程完成一次专

项调查。每一次的实际工作都让我对调查队系统的业务特点和组织实

施模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逐渐摸索出调查队系统制度方法工作的重

点和难点，为我回到总队全面开展制度方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深

入一线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书本得来的知识必须要

在实践中夯实和升华。

而今迈步从头越。调查系统的工作以民生统计为主，可支配收入、调查

失业率、消费价格指数等统计数据切实关系着老百姓的民生福祉。只有我

们调查准了，政府才能作出有效决策，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百姓难题。面对

新发展格局，作为统计制度方法工作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我将坚持发扬“务

实、踏实、扎实”的工作作风，压实每一份工作职责，不断汲取新知识，拓展新

领域，开创新篇章。

在改革中成长

■ 乔兆军

每当一入秋，街上就有一个卖糖

炒栗子的摊位。栗子在黑色的石英砂

中“沐浴”，裂开的壳里，露出黄灿灿的

笑脸，老远都能闻到香甜味儿，像一把

钩子将人勾住。禁不住买一些带回

家，与家人一起尝尝这秋天的味道。

一日，下班回家，妻说收到了母亲

寄的板栗。看着鼓囊囊的包裹，在渐

渐湿润的双眸里，浮现的是父母渐老

的身影。曾劝过父母不要寄，板栗属

于寻常物，价钱也不贵。可他们仍然

固执地每年寄来，父亲在电话里说，这

是他和母亲在山里一颗颗捡的，野板

栗如同农村散养的土鸡，自然比人工

种植的要好吃得多。

我家在山村，前后都是山，山上很

多野板栗树。记得小时候一放学，捡

板栗便是山里孩子的一大乐趣。孩子

们大都是爬树的好手，双掌合拢搓一

搓，一跃而起抱住树干便“呼呼呼”直

往上爬。每爬一步，就用双腿紧紧夹

着树，腾出双手再向上爬。爬到离树

顶较近时，双臂抱紧树干，低着头、闭

上眼，一阵猛摇。一阵“叭叭”声响，板

栗泛着褐红色的油光，雨点般落下，树

下顿时你争我抢，好不热闹。

忙活中，孩子们的嘴也不会闲着，

剥一颗板栗喂到嘴里，还没捡上几颗

又剥一颗……鲜活的板栗吃起来脆生

生的，清香中带着淡淡的甜味，不似煮

熟以后，就只剩下香甜软糯一个味道，

再无性格可言了。

当捡到一定的数量后，母亲会为

我们做一顿板栗焖肉解解馋，肉是陈

年的腊肉，母亲先把腊肉洗净放入锅

中煮一下，除去腊味。待至七成熟捞

起，切成块状，放入板栗，加少许水以

小火焖制，期间配以盐、八角、花椒。

吃饭时，轻咬一口板栗，粉中含沙、松

软香甜，细细嚼来，浑身每一个细胞都

瞬间温暖起来。那种香糯的感觉是无

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如果没有腊肉，巧手的母亲也会

给我们带来佳肴。栗子成熟季节正当

桂花盛开，桂花煮栗子味道也不错。

南瓜和栗子切碎粒，放大锅里煮得烂

烂的，再撒上一小把馥香的桂花，一碗

香甜可口的南瓜桂花栗子羹就做成

了。诗人徐志摩在《这年头活着不易》

里，感叹翁家山的桂花应该开得很媚，

可风雨作阻，诗人却不能前去尝一碗

桂花栗子羹，实在让人惆怅。

板栗素有“干果之王”的美誉，它

不仅可以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也有

极高的药用价值。中医认为，板栗具

有补脾健胃、补肾强筋、活血止血的功

效。宋苏子由有诗云：“老去日添腰脚

病，山翁服栗旧传方。客来为说晨兴

晚，三咽徐收白玉浆”，形象地说明了

栗子对于手脚不遂，筋骨疼痛等症有

很好的医疗效果。

如今悠悠秋风又至，缕缕板栗飘

香。家乡的板栗承载了勤劳、质朴的

乡音、乡情，充盈着甜润美味让人难以

忘怀。自然馈赠于人类之物，总是那

么醇美香浓。

秋来板栗香

■ 祝寰宇

晨曦中，伴着薄雾、迎着朝阳，有人执笔

前行，深入调查，记录每一个真实数据；

深夜里，伏着案台、依着微光，有人提笔

深思，缜密分析，总结数据背后的“道理”。

这群人有个共同的名字——统计人！

统计人有着共同的热爱，数据为友、

图表为伴，哪怕为了研究一种科学的计算

方法、严谨的计算公式而翻阅数本统计

资料；

统计人有着共同的“倔强”，执著朴素、

求真务实，哪怕为了探究小数点后不起眼的

一位数字而反复求证；

统计人有着共同的信仰，为国调查、为

民统计，哪怕为了这份职责和使命舍弃自己

的“小家”！

凭着这份热爱、“倔强”、信仰，统计人绘

制出的一份份珍贵资料，那是汗水的凝结，

一本本普查数据，那是心血的铸就；

这样的汗水心血为国家蓝图设计奠定

了坚实的地基堡垒，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勾画

了完美的画卷！

回忆往昔，筚路蓝缕，统计伴随着共

和国成长，走过峥嵘岁月。一代代统计

人更是紧握手中“算盘”，赓续着辈辈统计

人的嘱托和期望，不断调整工作机制和

模式，以统计法律法规为“利刃”，开拓创

新统计事业。

面向未来，统计人将继续深耕数海以统

计数据服务发展，勇攀高峰以调查分析描绘

明天蓝图！

统计人之歌
■ 胡文峰

我热爱的这片田野，

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花香，

矢车菊迎风摇曳，

紫丁香含笑起舞，

一望无际的农作物，

铺展着汹涌澎湃的金黄。

我热爱的这片田野，

洒满着明媚的阳光，

蜂飞蝶舞，

小鸟在欢快地歌唱，

绿树缭绕着淡淡的云雾，

农作物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我热爱的这片田野，

是我们调查工作的战场，

我们踏着黎明的朝露，

我们吹着傍晚的和风，

我们早出晚归不辞辛苦，

忙碌在生机勃发的田野，

来把农作物产量测量。

把汗水和责任，

倾注在每一个调查样方。

我热爱的这片田野，

变幻着绚丽的风光，

我们严肃认真，

用踏实和严谨，

在无边的田野上驰骋梦想，

我们热情洋溢，

用青春和奋斗，

在辽阔的蓝天下放飞希望。

我爱这片奋斗的田野
——农作物产量调查感怀

阿里秋韵

王玉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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