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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洁

一
迟日杏雨梨云，柳色轻。岁

初资金统筹谨严精。

控进度，提效率，节约兴。应

是心中有数行之明。

二
烟雨微风初过，小荷翻。凝

心资产管理不畏难。

重日常，抓折旧，全面盘。聚

力效能提升谱新篇。

三
九月风吹麦浪，丹桂香。埋

头细算严审正繁忙。

收有依，支有据，循法章。保

障国调轻骑“军需粮”。

四
卷地朔风凛凛，寒霜频。夜

里挑灯报表决算临。

零余额，基本户，核对勤。誓

践初心使命情殷殷。

相见欢·走过四季

■ 年凯莉

老队长于去年 2月份退休，和他的

故事一起告别调查岁月。作为后辈，我

虽没能赶上他们的调查时光，但静听故

事，心中仍有涟漪。

盐池调查队的前身是“农调队”，是

分析研究农村社会经济情况的统计机

构，所以下乡调研是经常的事。从事统

计调查工作 35年的老队长总是把这句

话挂在嘴上：“盐池就没有我不熟悉的

乡间小道。”他也确实是队里的“活地

图”，这个村到那个村哪条路更省时，这

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哪条道更省力，他比

谁都清楚。

第一辆幸福一代“125”摩托车是

1987年加入盐池农调队的，那时候，骑

摩托车是一件威风凛凛的事儿，总会

引来不少目光，它的加入让调查告别

了追赶大班车的岁月。20 世纪 80 年

代的盐池，整片沙漠时不时黄沙漫卷，

呛得人只能眼睛眯着缝儿、低着头，扛

着风前行，每个人都“土里土气”的。

但你总会看到，三两人骑着一辆幸福

“125”，穿梭在盐池各个乡镇、农户家

里，收账、算账、统计着。

由于那时都是纸质办公，每季度都

要到记账户家里收账页，盐池每家每户

隔着好几十里路，幸福“125”摩托车常

年就在坑洼路段驾驶着，导致排气筒漏

油严重，驾驶员和乘坐者右腿半截裤腿

总是被汽油染得黑乎乎，队里没几个人

的裤腿儿能“幸免于难”，所以总会备着

一条牛仔裤，用来下乡穿。沙子路摩托

车难行，一人前面把着方向，一人后面

给足了劲儿推，在调查点间来来回回。

偶尔摩托车抛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又在摸索中练就修理工的技能。调查

的路上总是最耗时的，这辆“125”就这

样陪伴着这些调查人。

从幸福一代到幸福四代，从 20 世

纪 80年代到 21世纪，一辆摩托车的使

用寿命也就 6-8年。你很难想象，幸福

“125”排量的老式漏油摩托，载着两三

人走过了多少岁月和路程？又见证了

多少调查故事？

2005年盐池调查队终于迎来了四

轮汽车，也让调查告别了恶劣天气难以

开展工作的岁月。多少个春夏秋冬过

去了，这辆黑色大众帕萨特 1.8和我们

一起走过了数万公里的路程，也见证了

我从调查新手成长为单位“老人”。

从盐池县城出发，到大水坑镇一路

向南，耳后被车速远远甩去的有春的慢

慢发芽、夏的葱葱绿绿、秋的一片金黄

和冬的荒凉落寞。我喜欢盯着车外看，

来感受时间的变化。由于单位人手不

多，都是年轻人，所以干什么工作，只要

手头没事，总是结伴出行。和农业业务

负责人从春耕备耕调查到春播意向调

查再到秋粮测产，车子驶过的路程勾勒

出一年粮食作物的变化。每个季度和

畜禽业务负责人一起总要和羊、牛、猪

见上一面，计算存出栏，和养殖户拉家

常。和住户业务负责人在各个调查点

间奔波，和调查户聚集在辅调员家中，

拉收支算明细。我们这群人就坐在

“1.8”里，在调查网点间开展着统计工

作，和数字打着交道。

几年间，我干过四下工业、服务

业，然后把这两项业务交接给县统计

局，接手过月度劳动力调查，再到现在

的办公室和畜禽、党建，在不同业务间

学习、成长。“1.8”表盘上指针每一小

格的变动，都有属于我的调查故事，它

是“见证者”。

我们这一代很幸福，没有经历黄

沙漫卷扛着风前行的艰难时刻，没有

总是被摩托车排气筒油渍污染的裤腿

儿，也没有在大雨滂沱时无处避雨只

能继续骑行的艰难。上一代和这一代

很不一样，但唯一一样的是我们都拥

有同样的调查使命和担当，我们一直

在路上。

一直在路上

■ 赵孟娟

统计调查人每天都和数字打交

道，在外人看来难免枯燥乏味。其

实，生活中谁都离不开数字，比如我

们要牢记由数字组成的独一无二的

身份证明。人类创造出的数字本身

就很美，经过巧妙计算和组合或与

一些美的文字联系起来，就会创造

出更多美的事物。统计调查也是如

此，统计调查的过程就是追求数字

之美的过程。

统 计 调 查 数 字 之 美 ，美 在 真

实。古罗马哲学家普洛丁说过：

“真实就是美，与真实对立的就是

丑。”《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把

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性放在了四

个保障的首位，统计数字是对经济

形势、各行业发展的如实记录。新

中国政府统计机构成立 70 年来，统

计调查人把“实事求是，不出假数”

作为座右铭，千万个统计调查工作

者为确保数字的真实性不畏严寒

酷暑，顶风冒雨奔走在城市乡村、

工厂车间、超市菜店，为了数字的

真实早出晚归，为统计调查事业奉

献着青春、智慧和热情。

统 计 调 查 数 字 之 美 ，美 在 和

谐。和谐社会是一个经济持续健

康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

会，是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社会。

何以体现和谐社会的经济健康增

长、社会发展进步和全面小康？以

数据表示，简洁明了——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城乡差

距越来越小，基尼系数越来越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发展

壮大的经济实力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全国人民勇攀高峰的足迹

和共同努力的见证，也是统计调查

数字和谐之美的有力体现。统计

调查数字的和谐之美，也体现在人

们对生活富裕和祖国日益强大的

真实感受上，美在数字与自然、人

文、生活的完美融合中。就如将不

同时期的统计调查数字以折线图

勾勒，就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秀美

壮观；以散点图表示，就是星辰大

海，深邃灿烂；以柱形图描绘，就是

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倚天；以圆

饼图展示，就是一个个小家组成的

和谐美丽的大家——我们伟大的

祖国。

统 计 调 查 数 字 之 美 ，美 在 超

越。数字的超越之美，美在数字对

经济生活变迁的精确描述和对未来

经济走势的前瞻性预判。用统计数

据真实反映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祖

国人民美好生活变迁的过程，让统

计调查数字的超越之美更加坚实、

更有温度。

当今中国经济各行业与社会各

项事业发展共同进步，区域之间融

合发展协调推进，统计调查人牢记

职责和使命，以指尖的舞动弹奏经

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和谐音符，以笔

尖的游走书写经济发展的宏伟蓝

图。这跳动着的数字，犹如一颗颗

火热的心，演绎着统计调查人对国

家调查事业的赤诚、忠诚，以及为了

统计调查数字真实、完整而孜孜追

求的数海人生。

数字之美

■ 丛曦

又是一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调查，又有无数统计人在田间地头奔

波。他们翻过荆棘，越过沟壑，身上的衣裳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这里面

有汗水，也有雨水。头上或白或黑的发丝间闪耀的是太阳的光芒，凝集

的是统计的担当，他们是统计的轻骑兵，他们是这个夏天田埂上最美的

舞者。

丁叔再有 4个月就要退休了，今年是他参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调

查的最后一年。他没有松懈，每天还是在田间地头忙碌着。曾经看

过他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上世纪 80年代的一张照片，那时候的他刚参

加工作，头发乌黑，身材偏瘦。照片里的他坐在办公桌前，眼睛里还

带着学生的稚气。转眼 30多年过去，丁叔从没离开过调查系统，更没

有离开过农业调查。一年又一年，他的脸庞被太阳晒得黝黑，人也日

渐“圆润”，但他对统计调查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他总说，别看这一

个个数字一点不起眼，可这就是我们的“阵地”，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把

“阵地”守好。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调查的时间临近入伏，白天气温很高，加上今年

雨水又大，天气总是很闷。为了争取更早地完成今年的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调查，丁叔他们总是早早出发，至晚方归。白天，脚下是带着水坑

的泥泞土地，呼吸的是包含大量水汽的燥热空气，头顶是热辣似火的七

月骄阳，但是大家从来没有抱怨过半句，一心想的都是怎么更快更好地

完成工作。前些天海城连降暴雨，通往温香镇前公村的浮桥紧急停用，

前往调查点需要绕很长的路，单程就需要一个半小时。那天，我们回来

得很晚，返程的时候指针已经划过七点，但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幅最美

的风景。夕阳下，有一大丛野生的向阳花，经过了烈日的炙烤，花儿依

然高昂着头颅，灿烂绽放，一如我们。

对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调查，丁叔很严谨，有时候为了弄清一个地

块到底种了什么、是沟渠还是草地，他会走出去很远很远；为了把一个

地块的几个不同用地类型拆分得更贴合实际，他也会反复权衡调整；他

不习惯用计算机，各村的台账他总是习惯一笔一笔记下，然后敲着计算

器一遍又一遍地核对。

丁叔渐渐老了，再也不像以前在田埂上那样轻松，但他对工作的热

情仍然不减。今年，为了更好地衔接工作，队里安排了一位新人配合丁

叔完成粮食播种面积调查。丁叔总是不放心，他怕新人录错，也怕年轻

人不熟悉地形发生意外。大雨过后，我带着另外一名同事单独前往一

个村庄进行调查。途中，丁叔不停地打来电话，告诉要避开什么路线、

哪个地块要注意什么，哪个位置容易滑倒……让人觉得温暖。渐渐的，

我们也学会了他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也真的把他看成了我们的叔，是

我们工作上的领路人。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十几亿人口要吃饭，

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统计人深知自己的责任犹如千钧之重。这

个夏天，他们穿过磅礴的大雨，踏着满地的泥泞，拨开荆棘的羁绊，沿着

田埂迤逦而来，用最笨拙的身姿演绎最动人的“舞蹈”。

田埂上的舞者

盛夏小憩盛夏小憩
李陶李陶 摄摄

茶园古屋

依依 摄

司咏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