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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 张永其

虽时隔一年多了，但那份红烧肉丸的温暖，每每想起依然感觉温暖。

那是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一家正在吃饭，忽然听到有“咚咚咚”的敲门声。

我开门一看，是位六十多岁的阿姨，上下楼时经常会碰到。

阿姨手里端了一盘红烧肉丸，还冒着热气，大概是刚出锅的。那肉丸色泽鲜

亮，看起来十分诱人。

她满脸慈祥，一头白色卷发，身材有些微胖，笑着说：“这些肉丸是我自己

做的，特意给你们送来尝一尝。这里的房子我们是借的，要搬走了，来向你们

告个别。”

她家住市区，儿子在附近工作，为了照顾孙子就在这个小区租了房。如今，

儿子在附近的锦绣城小区新买了房子，刚装修好，过两天就一起搬过去了。

她说：“今天也是来特意感谢你们借书给我的。”她竖起了大拇指，说：“你们

是好人，好人一生平安，好人有好报。”

去年，我们搬家到了这个小区。我家最多的莫过于堆积如山的书了，尽管搬

家时忍痛处理了一些，但仍保留了一大部分。那天，我们搬家时，在楼梯处恰好

碰到了这位阿姨。她对其中有一本线装书特别感兴趣，就说想借去看看。

书就是给人看的，买了不读，储藏起来，不能很好地发挥传播作用。自己购

买的书有人看，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我想都没想就说：“这书想看就拿去，如果喜

欢就送给你了”。

现在阿姨竟然端来一盘热气腾腾的红烧肉丸，借书之事没想到她始终念念

不忘。我说：“只是借了本书，您却给我们做这么一大盘肉丸。”

阿姨了解到我妻子是教师，我从事统计工作，对我们赞不绝口：“一个培育祖

国的花朵，一个跟数字打交道，都是为人民办实事，不容易啊……”听了这些话，

我们感到暖洋洋的，更觉责任在肩。

阿姨是个实在人，红烧肉丸送了满满一盘，还特意加满红烧汤汁。尝了一

口，肥而不腻，鲜香的肉汁从丸子中溢出，咸淡相宜，令人欲罢不能，全家人风卷

残云，很快吃得一干二净。

那份热气腾腾红烧肉丸凝聚着相互的感激关爱。爱是城市的温度，也是统

计的温度。作为统计人，因工作性质及特点，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处理好

与统计调查对象的关系，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给人温暖，还要富有爱心，善于

奉献，因为付出与爱不再使人感到陌生，也有利于消除彼此戒备防范心理，增强

信任感，最大程度地得到理解与支持。

我们吃了阿姨的红烧肉丸，竟没想起问问她的名字。

那份红烧肉丸的温暖

■ 李文祝

河边桃，

喜鹊枝头欢逗。

缕缕春雨贵如油，

绿枝新芽瘦。

一朵巧云出岫，

舒暖阳光云透。

墒垅农业调查忙，

人勤春耕早。

谒金门·人勤春耕早

■ 张永红

朋友，你可曾注意，在我们身边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数据刻画生活

的轨迹，描绘发展的美景，他们就是

奋战在统计调查第一线，为民调查、

为国记账的住户调查员和记账户们。

三尺讲台和一个账本的耕耘

李 老 师 是 原 州 区 一 名 数 学 教

师。2017年样本轮换，李老师家被抽

中为住户调查记账户，从那时起，他

便与记账结下不解之缘。由于是教

师出身，他的工作严谨细致，记的每

一笔账目都精确到小数点后。接受

记账工作以来，夫妻二人在一起核算

当天的开支并记录成了每天的“必修

课”，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和调查员请

教。他总是说：“每天忙完工作和孩

子的学习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打开“e 记账”，要不然根本睡不着。”

记账五年来，无论多忙，他始终坚持

向国家提供完整及时准确的数据，记

好账，记实账。每次和他交流的过程

中，他总是谦逊地笑着说：“记账工作

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乐趣，利国利

民，何乐而不为呢。”李老师对待本职

工作和记账工作都一丝不苟，在他的

言传身教下，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

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记账户，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着平凡的记

账工作，默默无闻，为统计数据的真

实可靠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八旬老人发挥余热为国记账

豆角 6.8元一斤，西红柿 3.5元一

斤，鸡蛋 7.2 元一斤……眼前这位满

头银发、带着老花镜、弯腰弓背、一笔

一画认真记账的就是我们调查户中

年龄最大的杨阿姨。杨阿姨今年 82
岁，老伴去世后她就开始了独居生

活。当我们第一次踏进她家门，被家

中干净整洁的环境惊呆了。我们说

明来意后，试探性地问可否记账时，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记账以来，杨

阿姨每天都会保存超市的购物小票，

逐字逐项记录在账本上。有时到农

贸市场买菜她担心自己遗忘，会随身

携带小本子，让老板把菜的价格和数

量写在本子上，买药、坐公交、理发、

礼金、子女给的钱，事无巨细，她都一

一记账。当子女知道她每天还要费

心记账提出反对时，杨阿姨说：“已经

答应人家的事就要认真干好。”

一句朴实无华的话语，折射出杨

阿姨认真负责、一诺千金的高贵品

德。虽然她已是耄耋之年，但是她对

记账工作的满腔热情和强烈责任感，

感染了我们很多人。

用真情真心书写调查篇章

傍晚，华灯初上，炊烟袅袅，正是

一天中最放松的时段，然而对于住户

辅助调查员张姐来说，却是最紧张、

最忙碌的时段，她走街串巷，敲响一

户又一户房门，在朦胧灯影下，记录

每位住户的基本情况。张姐自担任

固原队的辅助调查员起，在这个岗

位上已经工作了近二十个年头，她

见证了住户调查工作从起步到壮大

的过程。

她被我们称做“活地图”，县城所

有小区和街道分布她都知道，她笑着

说干城镇住户二十年了，走遍了大街

小巷，不想知道都难。由于住户普遍

对隐私泄露存在担忧、对陌生人存在

防备心理，入户经常遭遇“进门难、脸

难看甚至恶语相向”的尴尬，可 50多

岁的她没有退缩，笑着说明来意，不

厌其烦地笑着向住户解释，笑着请住

户支持配合，最终调查户总是会被她

这种锲而不舍的“微笑”精神感动，配

合调查工作。她热爱学习，对指标名

称及编码归类熟记于心；她认真负

责，对自己包点负责的调查户家庭情

况了如指掌；她热情宽厚，同事请假

工作缺位时她第一个充当替补。她常

说，“统计调查工作只要用力干、用情

干、用心干，总能赢得调查户的支持。”

在我们身边，还有许许多多像

李老师、杨阿姨、张姐这样的记账户

和辅助调查员，他们用自己的默默

坚守和辛勤付出，谱写了属于他们

的荣光。

我想说：为民调查、为国记账，感

谢有您！

因为有你们

■ 韩学斌

风的本质，是空气流动，冷空气向

热空气流动，就形成了风，世间万物就

有了生机。魏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

中写到“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表达

的是和风温暖，心情畅快。风或许就

是温柔和舒适的表达吧。转瞬间已是

在调查队的第五个年头，从住户到综

合，再到农业，总会有清风拂过，温润

沁心。

离开住户一年有余，偶然间还会

想起不少人和事，确实如微风，时刻都

在。是每月初挑灯夜战的账本编码录

入，是万家灯火时走街串巷敲开那扇

熟悉的门，是季度报表时不断响起的

电话铃声……对住户的情感或许与路

遥的“黄土情怀”有些相似，每位记账

户在记忆中都是立体的。王安忆文章

中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当她和友

人听闻陕北的贫困闭塞后对路遥提出

一个建议：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

去。路遥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

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

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

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

眼泪就流了下来。”所以住户调查的

“有风”，是一本本小小的账本，它记录

了人间冷暖，看到的不仅是社会生活

的变迁，也是一个个平凡家庭的日常

琐碎，有柴米油盐，有生老病死，还有

种种生活的惊喜与希望。

唐代诗人岑参描绘边疆壮丽雪景

时写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此句用来形容综合统计工作也

非常合适！所谓春风，正是充分发挥

基层调查队“轻骑兵”作用，紧扣社会

脉搏，对当下民生热点难点问题进行

实地走访调研，以客观事实为支撑，结

合实际加入自己的见解与思考，撰写

出有质量的信息和调研分析报告，也

可通过报表数据，研究数据背后的逻

辑关系和发展趋势。最终可以反映出

教育、医疗、养老、收入、居民消费价格

等社会民生问题，成为统计数据发布

解读的“晴雨表”，为服务党委政府决

策提供参考。东风夜放花千树，留有

满地的花瓣落叶，正如调查人笔尖撒

落的种子，春风拂过，满是暖意，便可

以开花结果。

风吹麦浪，小风车在风中缓缓转

动，风铃在微风中摇曳摆动，无人机从

头顶掠过，这是有风的地方。稍微留

意，都会发现树木花草和金黄麦穗在

随着风，轻轻晃动。就像放空一切，坐

在秋千上，轻轻地晃着，心情也慢慢变

得平静。这些风景和人物构成的环

境，是可以让人静下心来，感受到周围

有轻轻的风在流动，感受到生活很生

动很美好很淡然的地方。都说农业农

村调查是个苦力活，时常要穿越崇山

峻岭、趟过溪流滩涂、深入草场密林，

免不了遭遇瓢泼大雨、狂风大作、炎炎

烈日和蚊虫叮咬。但行走在山水之间

的农业调查人最能感受到来自风的馈

赠，会经历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的四

季轮转，会体会播种的惊喜和丰收的

喜悦！

鸟都要去南方过冬，人在感到疲

惫寒冷的时候，也需要向温暖的地方

流动，寻找幸福的力量，快乐的力量，

美好的力量。愿每位统计调查人都能

如清风，拂过重重山岗，跨过山海，拨

云见日，找到重新出发的力量！

去有风的地方

春
林舒洁 摄

奔向春天

李海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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