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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乔华

最近，十分热衷于羽毛球练习和切磋，仿佛又找到了儿时倾

注心血于一种爱好的纯粹和热情。球场上的挥汗如雨不仅点燃

了我对于羽毛球的热爱，羽球背后所蕴含的统计观也得以重塑、

臻善，让我内心雀跃不已。

“1+1>2”效应

双打比赛是羽毛球赛事中观赏度最高的类型。曾经看过一

场激烈的羽毛球女双比赛，两位女队员凭借顽强的毅力和无间

的配合，在分数落后的情况下逆袭翻盘，精彩异常。二人在落后

时拍手鼓励的温暖模样，也深深戳中了我的内心，让人不禁感

叹：最伟大的力量，就是同心合力。

在基层调查队，每个科室就是一个小的团体。是否团结，直

接关系到个人和科室的付出是否能与回报成正比，也间接决定

了调查队这个大集体的最终成绩。分则能各司其职、独当一面，

合则能攻坚克难，无往不利，当然是“轻骑兵”队伍最为理想的状

态。但是，私底下，要历经无数磨合，并不容易，年轻人要发挥所

长、圆融行事；中年人要担职履责、引领示范；老前辈则要包容宽

厚、教学相长。这需要时间，需要牺牲、成长，更需要凝聚的力

量，才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输出效果。

“四两拨千斤，千斤力在后”

作为业余选手中的初学者，最初我是不屑于深磨细研“吊

球”这项技艺的，总觉得它不及大力劈杀来得潇洒和直接。在跟

两位高手讨教球艺，十分狼狈地落败之后，我才开始正视起这项

技术。看队友娴熟地运用技巧打落点取胜时，我逐渐明白，吊球

绝不是简单的取巧，而是需要对于整个局面的掌控，既要能够在

最短时间内寻找到对手站位的空当，又要能够有足够的技术将

球打到位。看似温柔，实则致命。不过，“四两拨千斤，千斤力在

后”，这把“温柔刀”没有经年累月的积累，是用不好的。这像极

了写调研报告和政务信息时犯愁的我们，任你看着别人的文章

如何构思巧妙、行云流水，自己若没有满腹经纶和对于经济时政

热点的敏锐把握，断然是写不出来“大作”的。文字的花哨远不

及见解的精辟，而深刻的观点背后暗含的知识密度和厚度，绝非

一朝一夕就能具备。这份深厚的功力，需要日常多阅读，多深入

基层调研，多思考和不断实践，才可能练就。

“金字塔是用一块块的石头堆砌而成的”

随着打羽毛球的经验增多，我越发觉得，处理好当下的每个

球，意义远大于偶尔的两个赢球。因为，“金字塔是用一块块的

石头堆砌而成的”。就像教练经常对我们说的：“没有什么制胜

法宝，只有日复一日地重复练习，每种球、每个跑位都反复练。”

今年以来，我所从事的综合科专业，竞争愈发激烈，大家都铆足

劲头，想要争优创先。以前的我，热衷于赢取更多的分数，现在

的我，却愈发关注每个考评点的得分。我明白了，有时候天赋和

机会带来眼前的收益，但努力和细节才是最终的捷径。更何况，

写作本身的意义远大于考核。因此，无论多艰难，我都会在承揽

任务之后，事必躬亲，尽力摈弃浮躁，把每一次面访做实，给每个

观点以精准的数据支撑，让每一篇调研报告都拥有精品的质量。

不知不觉中，羽毛球让我成长了不少，也踏实了许多，我亦

能将这份收获回馈于工作中，获益匪浅。常言道，比赛有输赢，

然而兴趣无胜负。我愿始终怀有这颗热爱的心，在今后的羽毛

球赛场上、在未来的统计调查事业中，尽展鸿鹄之志！

羽球统计观

■ 邓力

问世间长情的人有多少？如果要

列一个名单出来，徐特立老前辈肯定在

其中。

很多人知道徐特立先生，是因为他

是毛泽东的老师。我拜访了徐特立故

居，上网搜看了他的资料，对他的总体印

象凝聚成四个字：长情的人。

徐特立生于 1877年，享年 91岁。他

当过老师，他的学生有开国领袖毛泽东、

开国将军许光达、诗人田汉（国歌《义勇

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还有革命先辈

蔡和森、何叔衡等。

徐特立故居位于湖南长沙县，这里

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周边没有叫卖的小

贩，没有热闹的街市，连个餐馆也没

有。环绕故居的是田野，故居的隔壁是

一所学校，由徐先生捐资修建。故居门

前的墙上写着“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

人第一”的字样，这是他的学生毛泽东

亲笔题写。

他长于自然之情。走进徐特立故

居，古色古香扑面而来，清末建筑，南方

四合院，古木直耸云天。院子外的一棵

法国红松，院子中央的两棵桂花树，都是

百年树木，都由他亲手种植。徐先生留

学法国时，带回几颗法国红松种子，存活

的树只有一棵。还有一棵柚子树，早年

由他带着儿子种下，可惜他两个儿子 20
岁刚出头就为革命捐躯了。

他长于友情。徐特立舍己为人，挚

友如云。他和毛泽东亦师亦友，情谊长

达半个多世纪。长征路上，他是年龄最

大的一位，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58岁的

他将分配给他的马让给伤病员或用于驮

行李，将节省的干粮全部让给病重的战

友谢觉哉，而他自己却以野菜草皮树根

果腹充饥。

他长于读书之情。徐特立求学为

学，孜孜不倦。20 岁时，他实施了“十年

破产读书”计划。为了读更多的书，他边

教书边谋生，边卖家产边买书。为了教

育救国，他赴日本、法国、苏联等多国勤

工俭学。70岁时，他制定并落实 20年读

书计划。到了老年，视力不好，他就听收

音机来学习。他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

学习方法，深深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他忠于爱情。徐特立与夫人携手

到老，一生一世一双人。他出生穷苦农

家，4 岁丧母，12 岁时过继给亲戚，亲戚

给他找了一个 11 岁的孤女当童养媳。

夫妻二人，她对他充分信任，全力支持；

他对她恩爱有加，始终不渝。徐特立早

年常奔波在外，有人劝他找女朋友，他

回应说：“我一生提倡妇女解放，假如我

丢弃了她，岂不又增加了一个受苦难的

妇女？”

他乐于清贫。新中国成立前，徐特立

有个外号，人称“徐叫花”。正是这位衣

衫褴褛的“叫花子”，常年捐资建校，捐居

办学，免费招收穷苦子弟入学。在徐特立

故居，进门的左边和右边各有一间教室，

木凳子、木课桌、木黑板一应俱全，教员

休息室与教室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他

依旧安贫乐道。教室里，如今，铜铸的徐

先生正手持一卷书，笑意微微，躬身给学

童讲解。

他钟情用数说理。有人劝徐特立，

年岁大了，不要学外文了。他回答说“我

读书的办法是以定量、有恒为主。”“每个

人要有一个算盘，打算一天读多少？一

年读多少？一生读多少？要有个计划。

哪怕一天学一点，只要不间断，就能得到

知识。关键就是要坚持，要持之以恒。”

他用这样的方法学外文、学《说文解字》、

学《数学表解》、学他想学的知识。

走出徐特立故居，依恋地回头张望，

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农家四合院，院内

郁郁葱葱的古树已高出古宅，昂然向上，

蓬勃旺盛。

仰望长青之树，感念过往岁月，追

忆徐特立先生，他的所作所为，堪称长

情之人。

长情的人

■ 何斯茵

采价没有休止符

CPI调查工作没有停止键

当国庆遇上采价日

当7天长假来临

当别人欢呼雀跃拥抱假期时

10月5日

我再次踏上菜市场采价之路

秋天的菜市场像极了一幅油画

当季的新鲜蔬果轮番上阵

五彩缤纷的蔬果

各种花式的摆摊法

人来人往的热闹画面

自然的颜色不用画笔就渲染得淋漓尽致

给国庆节增添了一番别样的亮丽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

也是舌尖上的味道最为丰富的季节

一转眼各色“秋菜”纷纷登场亮相

我手持着PDA

胸前挂着采价牌

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间

在菜市场各商铺处处询价

发现我心心念念的“秋菜”悄悄登场了

心中满是欢喜

新鲜肥美的螃蟹

香甜可口的板栗

软糯香甜的红薯

清脆爽口的莲藕

细腻软绵的南瓜

粉糯香滑的芋头

皮脆肉美的菱角

酸酸甜甜的柚子

……

都在货架上摆得整整齐齐

都是秋季专有的原始食材

今天

我在岗

以别样的方式迎国庆

看看菜市场里生动有趣的艺术展

品一品人间烟火气

秋日调查里也有着别样的美

秋日调查别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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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平

十 一 国 庆 假 期 ，哪 也 没 去 ，也 小 有

收获。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那段时间，

曾看到过一个人口普查的抖音视频。抖音

视频背景画面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LO⁃
GO和“知根知底，普查大计”8个大字，出镜

的一名中年女子一身警服，英姿飒爽。

视频 30 秒，不长，出镜者声音脆亮，掷

地有声：“我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民

警卫华，我代表西城分局 3600 名公安干

警，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代言。作为一

名公安干警，我们的使命是保障百姓安居

乐业，保护普查员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做

好人口普查，依法如实进行登记。警民齐

努力，普查更给力，请大家全力配合，共同

助力人口普查。”随着代言，视频画面还出

现了小区斜对面西城阜外派出所熟悉的

户政大厅和代言人与同事们忙碌的身影、

投入的神情。

众所周知，人口普查是我国最基本的

国情国力调查，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

程，是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这些“大

词”背后则是一系列庞杂细致的具体工作，

可以说牵扯到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千家万

户。我参加过几次人口普查，知道这事庞

杂琐细做好不容易，所以碰到需要配合的

事总是很配合，而且还对普查的事挺敏感

特关注。

就说这人普代言的抖音视频，一看就不

禁关注起来，加之也干过影视活计，感兴趣

地看了好几遍。视频里不仅阜外派出所的

户政大厅熟悉，几乎天天走过路过，那代言

人看着也脸熟，莫不是那户政大厅服务台里

的女民警吧？

人在不同环境不同语态里，有时变化很

大，有点拿不准，不敢确认。

10 月 2 日，人们都休假了，我恰巧碰到

了派出所那位女民警，原来那天她值班。问

她，是不是在抖音里做过第七次人口普查代

言，终于得到确认。还得知，她算老普查了，

参加过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次

在西城区人口普查办一干又是 9个月。

如今，这 9 个月对于她已成为过往，成

为她老普查的新资历。问她这 9 个月咋

样，有啥故事和事迹？她说，没有，就是每

天那些普查的日常工作。后来自己觉得

这么问人家，太傻太没新意，就变成随便

聊天了。

随便聊其实还是有料的。她说那时候

普查员登记入户是一个难关，她经常要干

的一件事就是帮助解决入户的事。因为现

在居民都不太愿意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一

是免得麻烦，二是考虑安全。怎么办呢，各

街道碰到这类实在棘手的难事，绕来绕去

总是找到她来帮忙。她呢，就是穿上警服，

联络所去街道的片警，和普查员们一起入

户登记。这样大大减弱了入户难度，住户

看到登记队伍里有警察自然放心，普查员

也不必再费唇舌了。

“这不就是事吗！“我说。

“这算啥事儿。”说着她摆摆手走进了户

政大厅。

看着这个走出抖音视频的代言人回归

常态的日常，觉得那个抖音有点穿越的味

道，让人感觉普查余热犹在，那些人那些事

很多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抖音”抖出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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