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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抓“六保”

河北省高碑店市河北新发地农副产品物流园里，蔬菜批发商张
庆东的档口忙得不可开交。老张说，最近几天，档口的蔬菜出货量
每天有20万斤，销量比原来翻了两三番，大部分蔬菜都销往北京。

6月13日3时起，北京市丰台区暂停北京新发地市场。保障首
都“菜篮子”“果盘子”的担子，部分落到了河北新发地肩上。

为不负重托，河北新发地积极采取措施：设立5000万元保供专
项基金，帮助商户紧急增加货源储备提供流转资金；在全国范围内

与多地政府和果蔬产地对接，接洽更多主产区货源；同时，对市场
内人员、环境加强防疫检测，确保市场安全运营。

这些天，从山东、辽宁、江苏、福建等蔬菜产地加急调配的蔬菜，正
源源不断地运往河北新发地仓库。随着张庆东档口出货量增加，河北
新发地市场给他多调配了3个货车车位，增加了6名货物装卸员工，

“放心，货量充足着呢！这里每天大约有35万斤的货源储备，我这一车
菜卖掉，后边就备着一车。”老张说。

直播带货有了科班生
李刚殷 邹倜然

“要说直播带货，我们可是正经八百的科班生！”说这话时，浙
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周晗满脸透着骄傲。

义乌市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今年初，为了鼓励学
生电商直播创业，学院办起了免费培训班。周晗第一时间报名，成
了首批19名学员之一。

姑娘年龄不大，眼光倒看得准：电商直播，正在风口。直播技
能在手，以后还愁就业？

牵头培训的，是学院创业导师、人称“红姐”的罗永红。周晗
发现，红姐可不是纸上谈兵，“实战”经验丰富得很。课程安排也

很讲究：开播技巧、粉丝维护、涨粉引流、订单处理与售后服务，
等等，招招实用。

除了上课，红姐还把学生带进“视频直播专创工作室”，进行
实战演练：大二的周利高和何子琰，联手不间断直播，一学期下
来，销售额已超 200 万；大三的滕智越，疫情期间直播销售茶叶，
粉丝也不少……

前阵子，培训班结业，通过理论答辩和直播实操考核，周晗拿
到一个证书——义乌市人社局颁发的“电商直播专项职业能力证
书”。有了这个证书，她觉得腰板一下子挺了很多。

“放心，货量充足着呢！”
本报记者 高 乔

详细报道

《世界最大人工林是怎样炼成的？》
见第三版

塞罕坝的“绿色接力”
本报记者 刘乐艺

车辆绕山体盘旋而上，车窗外整齐有序
的樟子松、落叶松树群不断交替出现。若不
是每逢遇到过路车辆，护林员都会举起黄色
防火旗以示警戒，这片密密匝匝的林海似乎
就仅剩这满眼翠绿充盈其间。

塞罕坝机械林场，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
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拥有世界最大面积的
人工林。如按照株距 1 米计算，塞罕坝的树
可绕地球赤道12周。

面向这片 112 万亩的苍茫林海，记者心
中不断闪现一个疑问：塞罕坝的树真都是人
工栽植的吗？

“不用怀疑。很多游客都像你一样产生过
疑问，作为塞罕坝第一代务林人，我可以负
责任地说，这片林海完全是人工打造的，塞
罕坝的树是我们一棵一棵栽上的。”解答记者
疑问的是今年已经76岁的陈彦娴，她正是塞
罕坝上流传甚广的“六女上坝”故事主人公
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城，似乎总少
不了与沙土“相伴”。在北京北部 180 公里
处，便是平均海拔 1000 多米的浑善达克沙
地，北风长驱直入，携带大量尘沙席卷而
来。有人曾形象地比喻：如果这个离北京最

近的沙源堵不住，就相当于站在屋顶上向院
里扬沙子。

1962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组建。听
闻塞罕坝造林需要人手，为响应“绿化祖
国”的伟大号召，正在承德读高中的陈彦娴
同宿舍 5 个姐妹商议后，决定放弃高考，背
起铺盖卷奔赴林场。1963 年，“六女上坝”，
这一上就是40年。

一年一场风，年始到年终。这是建场初
期塞罕坝的真实写照。造林伊始，困难重
重，1962年、1963年连续两年，塞罕坝造林
成活率均不足8%。塞罕坝人很快找到了失败
原因：外地苗木“水土不服”；要想造林成
功，必须自己育苗。

但育苗并非易事，整地、做床、催芽、
播种，每项工作程序都有严格的技术要求。
为了掌握好播种时盖土的压实度，陈彦娴与
同事们拿着滚桶一遍又一遍地练，手磨出了
血泡，胳膊肿得抬不起来，可她们仍不停
歇，直到掌握技术要领为止。

清晨的塞罕坝气温极低，为了给树种催
芽，塞罕坝人为树苗垒起了“火炕”。催芽对
温度、湿度有固定要求，育苗人必须时刻根
据变化增减柴木。“浓烟总呛得流泪，人一到

室外，泪水就会结成冰粒挂在脸上，难受得
很。”但即使如此，在苗圃一天工作十多个小
时，陈彦娴也习以为常。

“育苗最害怕啥？”记者问。
“最怕看到云彩飘来！”为什么？塞罕坝

气候高寒，一旦有云彩飘来，意味着大雨、
冰雹也是八九不离十，而这是苗床育苗最怕
遇到的。“那时候，只要一看云彩飘来了，我
们所有人就像听到‘命令’一样，全都扔下
手里的活，第一时间跑到苗圃，拿草帘子或
者脱下衣服盖在苗床上。”陈彦娴说。

凭着艰苦创业、遇挫弥坚的精神，在
1962年至1982年的建场20年间，塞罕坝人在
这片沙地荒原上共造林 96 万亩，总计 3.2 亿
余株，百万亩林海初露峥嵘。

植树造林讲究“三分造、七分管”。1983
年以后，塞罕坝大面积造林已基本结束。将
这片来之不易的森林管护好、经营好，是第
二代塞罕坝人承载的历史使命。

“我1994年来到塞罕坝工作。报到那天，
我从山上往下望，满目林海的感觉真的令人震
撼。”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场长陈智卿说，更加
折服他的是塞罕坝人的守护精神。

来到塞罕坝没多久，陈智卿被安排在塞

罕坝深山的营林区工作。说是营林区，其实
只有他与一位名叫罗福祥的护林员共同驻
守。缺水怎么办？在地上刨个坑，灌些涝塌
子水，等沙子过滤一晚，第二天才能喝。取
暖如何做？搭个半地上半地下的地窨子，烧
两个火盆取暖，虽然冻不着，但保准浑身上
下有一股烟味。

罗福祥每日每夜在山间巡护。“他一天就
能走二三十公里。今天巡查这片落叶松林
区，明天走完那片白桦林地，天天如此，还
不重复。当时，我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尽管
只在营林区待了一年，但那段经历却让陈智
卿第一次懂得了塞罕坝精神。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林场建
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称赞塞罕坝林
场的建设者们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
迹，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
的塞罕坝精神。这令塞罕坝上下深受鼓舞，

“那种自豪与荣耀，我永生难忘。”塞罕坝机
械林场职工宋嵬佶告诉记者。

总书记的指示，让远在海南的“95 后”
姑娘马明月对塞罕坝有了关注。就读于海南
大学园林与设计专业的马明月从小就对林业
情有独钟，在翻阅不少关于塞罕坝的资料

后，这个看似文绉绉的小姑娘认定坝上就是
她实现理想的战场。

2019年11月，通过重重筛选，马明月成
为了第三代塞罕坝务林人。别看只是个20岁
出头的小姑娘，她却有着不输前辈们的拼搏
劲儿。“打标准地、量树距、采集病虫标本，
这些工作她一点儿也不比我们男生慢。”一起
分配到第三乡分场的刘泰宇告诉记者。

“虽然来到基层营林区很少见人，但这样
就更有时间学习业务了，最近我就总结了一
个测量树围的新办法。”她边说边跟记者比划
着，脸上挂着激动的神情。

正是一代又一代的“绿色接力”，让塞
罕坝变了样。1962 年至 2019 年，塞罕坝的
无霜期由 52 天增加到 64 天，年均大风日数
由 83 天减少到 53 天。2017 年 12 月，塞罕坝
被联合国环境署授予“地球卫士”奖，这抹
凝聚了三代建设者心血的“中国绿”，成功
走上了世界舞台。

现如今，看着办公室窗外的万亩林海，
陈智卿信心满怀：“我们正积极开展绿化苗
木、森林旅游、碳汇等多个产业项目。有总
书记的关怀鼓励，我们这杆‘生态大旗’扛
得更起劲咯！”

本报北京 6月 19日电 （记者金晨）
针对民进党当局日前公布所谓“香港人
道援助关怀行动项目”，国台办发言人朱
凤莲 19 日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的所谓

“援助行动”再次暴露其插手香港事务、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政治图谋。为“黑
暴”和乱港分子提供庇护并引入岛内，
只会继续祸害台湾民众。“台独”“港
独”合流破坏“一国两制”和分裂国家
的图谋绝不会得逞。

希望中国国民党明辨是非
坚 持 积 极 的 大 陆 政 策

本报北京 6月 19日电 （记者金晨）
中国国民党改革委员会两岸论述组日前
提出大陆政策建议案，交由改革委员会
全体会议讨论。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
凤莲 19 日应询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国
民党讨论该党大陆政策。需要强调的
是，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
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
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体现一个
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
党互信与交往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多

年来，两党在此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取得
积极成效。

她指出，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复杂严
峻，希望中国国民党明辨是非，坚持积
极的大陆政策，珍惜和维护两党既有政
治基础，妥善处理两岸政治分歧，相向
而行，与我们一道继续为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增进同
胞利益福祉而努力。如果丢弃长期坚持
的正确理念，背离事关两岸关系的基本
原则，不仅会损害互信基础，而且会给
两党及两岸交流合作造成障碍。

“台独”“港独”合流破坏“一国两制”
和 分 裂 国 家 的 图 谋 绝 不 会 得 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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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罕坝风光。 王 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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