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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赵德斌

紫色的马鞭草、金黄的向日葵、妖娆的波

斯菊……今年国庆期间，安徽庐江汤池镇双

墩村的天鸣农业精品园里，百亩花海中几十

种各色花朵汇成了花的海洋，五彩斑斓，美不

胜收，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花。

眼下，这一方“人在花中游，花在人边俏”

的花海景致，不仅成了当地一张靓丽的名片，

也成了双墩村贫困户增收脱贫的“加油站”。

10 月 7 日一大早，精品园附近的村民们就来

到花海忙活着。“在这里修剪、浇水、锄草，一

年下来能挣个 1 万多块钱。”双墩村四十埠

组的束海荣乐呵呵地对笔者说。

束海荣原是双墩村建档立卡的计生贫困

户，这几年，在双墩村计生协会的帮助下，和

天鸣农业签订了长年务工合同。

“而今在家门口上班挣钱，还不耽误照顾

家里，很知足。”她说，现在一家人生活渐渐有

了起色，条件比以前好了许多。说起眼下的生

活，束海荣一脸快意，“去年把贫困的帽子给

甩掉了。”

和束海荣一样，双墩村高坝村民组原低

保贫困户严德保，也体会到花海带来的甜头。

严德保感慨地说，“往年一年到头围着庄

稼转，钱却没赚多少，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现

在就在自家地里打工，除了领工资，每年还能

拿 2500 元的土地租金呢。”

严德保对花海项目竖起了大拇指，“正是

有了这个产业，我们才过上了清闲的生活，搁

在以前连想都不敢想。”

因花海改变现状的还有双墩村莫庄组因

病致贫的鲁修俊。“没想到，我将扶贫资金入

股后还能分红，一年下来就多了 1200 元的分

红款，感觉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鲁修俊

的脸上写满了喜悦。

已脱贫的束海荣、严德保、鲁修俊们，只是

双墩村依托花海鼓起村民“钱袋子”的缩影。

据双墩村支书徐成玉介绍，过去，村民大

都以种地为生，单一的收入结构是农民致贫

的主要原因。如何破解发展困局？村“两委”想

到了挖掘产业潜力，发展“花海经济”，引领村

民走上一条溢满花香的致富路。

近年来，双墩村因地制宜开展旅游扶贫，

依托田园风光景观，打造“田园花海”景区，以

精品园建设为抓手，对花卉种植实行规范化

栽培、科学化管理、标准化生产，不断加快花

卉产业化建设进程。

与此同时，双墩村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产

品结构，强化花卉品牌产品的差异性、独有

性，提升品牌产品知名度，建设和完善产业

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三个链条”，满足消费者

更多更高层次的需求。

双墩村还采取“花海+农户”的经营方式，

与农户结成经济共同体，对于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花海优先提供就业机会。没有劳力的

家庭，花海通过土地资金参股的方式，给贫困

户带来稳定的收入。

一株株花树成了“摇钱树”，一朵朵鲜花

成了“致富花”。

徐成玉骄傲地告诉笔者，花海自 2016 年

开园以来，已吸纳该村贫困户就业人员 13

人，年人均增收超过 3500 元；组织贫困户以

土地、资金等形式入股，目前全村已有 40 多

户贫困户参与，户均年增收 2400 元以上，“花

海让贫困群众看到了‘钱景’，生活有了‘奔

头’。”

站在村头眺望，昔日撂荒地变成了成片

的花海，徐成玉满是欣喜：“这里现在红火了、

值钱了，村民身边有了‘扶贫车间’，大家脱贫

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庐江县林园局总工程师杨波称，双墩村

的花海项目开创了扶贫“三变”促致富的典

范，“三变”即：把附近贫困村民变为花海工

人、把花海工人变为花海股民、把花海股民变

为花海主人。

杨波表示，下一步，庐江县将大力实施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发展花卉产业，依托“花海经

济”的溢出效应，走上一条现代农业、乡村旅

游、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四位一体”的深度融

合发展之路，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如今，以花卉为产业内涵的“花海经济”，

正在庐江大地璀璨绽放，生机勃勃，成为带领

贫困户增收脱贫的最大“亮点”。

山东梁山经济开发区

“金融扶贫”
实体经济发展快

去年以后，山东省梁山县经济开发区在

济宁银行梁山支行的大力支持下，全面实施

“金融扶贫”工作，神力汽配、天成书业、大和

纺织等民营企业发展迅速，呈现出前景广阔

的发展势头，助推经济开发区实体经济再上

新台阶。

梁山经济开发区位于县城西部。近年来，

经开区在济宁银行梁山支行的资金扶持下，

招商引资落地的企业给予资金大力扶持，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借助实体

企业的快速发展，在县扶贫办、区扶贫办的帮

助下，经开区在民营企业设立“扶贫车间”，有

160 多名贫困农民通过技能培训变成“产业工

人”，在家门口上岗就业，每月有固定的收入，

能顾家有收入让贫困农民喜上心头。东丁庄

村贫困农民王乃厂高兴地介绍说：“在新春食

品厂上班有收入，多亏县区扶贫办的关心和

帮助啊！”眼下，耐驰磨擦材料、天翔纺织、天

禧生物酶制剂三个项目已建成投产，育博苑、

水浒书业在线教育平台、生物质能发电等三

个项目建设较好，文化创意产业园、义乌科技

工业园基本建成。全县“三个一”项目观摩，开

发区取得了全县第三名的好成绩。同时，全媒

体教育与互联网加快融合，金榜苑、天成、水

浒书业经济总体平衡向好、质效双升；纺织产

业稳中有升，大和纺织、盛达纺织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 10%以上；机械加工产业稳增长，神力

刹车、众兴机械产品产销两旺，取得明显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渊杨玉建冤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黄陵矿业机电公司有

一位技术大拿，他为人低调、做事认真负责，由

他带出的徒弟也陆续成了行业“大拿”。他就是

机电公司机电总厂机修车间班长李海清。

1994 年，李海清参加工作来到了黄陵矿

业公司，很快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大

拿”，先后被陕煤集团和黄陵矿业公司评选为

综采维修钳工首席技师，黄陵矿业公司首席

员工、优秀班组长等。2017 年 11 月，他又被

评为黄陵矿业公司最美员工。

李海清对出身煤矿家庭，他倍加珍惜在

煤矿的工作。

刚开始，李海清被分配到黄陵矿业一号

煤矿机运队当机电检修学徒。他每天要花大

量的时间琢磨技术，原先修一个板车轮子需

要 30 分钟，后来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

2008年，李海清从一号煤矿机运队调到了

机电公司机电总厂，从事综采设备维修工作。

来到机电总厂后，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

李海清要从钳工开始学起。为了能迅速掌握

维修要领，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时间，总能在

车间看到他的身影。

“检修工作看起来繁杂，但成败往往就在

一颗螺丝钉上，所以，我一直要求自己仔细认

真做好每一次检修工作。”李海清说。

2016 年 7 月 26 日，机电总厂接到减速

机检修任务，一群维修人员围着刚刚从井下

拉上来的减速机一筹莫展：减速机声音异常，

噪音较大，怎么也找不出原因。

“李海清赶到现场后，仔细观察着旋转的

设备，他不停地用手摸着设备外壳，用螺丝刀

紧按在设备外壳上俯身侧耳倾听……不到几

分钟，他就给出了故障原因：箱体内的油脂里

有杂质。我们半信半疑地打开设备外壳，果真

在油脂里发现了杂质。”当时参与设备检修的

一位技术人员说。

除了维修设备，李海清没事就喜欢钻到

车间里搞一些创新、研制一些新设备。

2016 年底，为解决刮板输送机中部槽磨

损严重的问题，机电总厂引进了一套等离子

熔敷焊设备，在安装调试的过程中，李海清发

现中部槽在运输补焊过程中费时费力，需要

4 人同时推动小车才能将中部槽送到指定补

焊点。看着现场，他开始琢磨可不可以用电动

运料小车运输中部槽，实现 1 人作业。

为了尽快验证自己的想法，李海清连续几

天守在车间进行研究，并多次和技术人员沟

通，设计制作了带有定位块和便携式拆装护目

板的电动运料小车。该项目荣获了黄陵矿业公

司 2015至 2016年度科技进步三等奖。

“严格、认真、细心”是同事们对李海清的

评价。他对工作认真细致，对徒弟更是严格要

求，一丝不苟。

有一次，为了加工一个设备零件，综合车

间职工王美庄反复打磨一个零件数十次，在别

人看来已近乎完美的零件到了李海清这儿仍

是挑出了一些小毛病，王美庄按照李海清的要

求又反复进行打磨才入了李海清的“法眼”。

“我当时真的被他‘折磨’惨了，心想这辈

子都不想再和他合作了。但是，我打磨的这个

零件，到现在都没有损坏过。”王美庄笑着说。

“当年，我师傅对我要求很严，使我在工

作中没有出现一丝一毫的偏差。现在我要求

我的徒弟也要一丝不苟。”李海清认真地说。

在近 23年的工作中，李海清带过的徒弟有

10多人，其中 2人已考取了综采维修钳工高级

工资格，1人已通过综采维修钳工技师鉴定，其

余的也都成了技术大拿。 渊曹川 李超冤

■ 韩国庆北大学食品工学博士 赵培均

河南花工坊蜂业有限公司 赵仁义

古今中外，人们追寻长寿的脚步从未停

歇。据传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带

着 3000 名童男童女出海去寻找长生不老

药，但到死也没见到他们的踪影。雍正皇帝

也想通过炼丹来得到长寿，结果死于汞中

毒。原苏联大元帅斯大林期待博戈莫列茨院

士研究出长寿秘方，并对他百般支持，结果

博戈莫列茨院士于 65 岁去世，斯大林只能

苦笑：“这家伙把大家都骗了。”虽然，古往今

来没人见过长生不老药，但是长寿药一直就

在我们身边。

怎样才算长寿？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

发，进行了不同的解答，常见的推算方法有以

下三种：一是生长期推算法：哺乳动物的最高

寿命相当于其生长期的 5耀7 倍。人的生长期

为 20耀25 年，因此人的自然寿命应当为 100耀
175 岁；二是性成熟期推算法：哺乳动物的最

高寿命相当于性成熟期的 8耀10 倍，人在 13耀
15 岁左右性成熟，自然寿命应为 104耀150 岁；

三是细胞分裂次数与分裂周期推算法：即哺

乳动物寿命是其细胞分裂次数与分裂周期的

乘积。人体细胞自胚胎开始分裂 50 次以上，

分裂周期平均为 2.4 年，人的自然寿命应为

120 岁左右。各种推算法结论基本一致，人的

自然寿命上线应为 150 岁左右。

自古至今，人类的寿命有长足的进步。就

拿中国来说，据有关专家推断，中国人的平均

寿命是：夏代，18岁；秦汉，20 岁；东汉，22 岁；

唐代，27 岁；宋代，30 岁；清代，35 岁；民国时

期，35 岁；目前约为 72 岁。可以说，人的寿命

有相当大的潜能可挖。问题是，潜能到底有多

大？能不能服用一些长寿药使人的寿命普遍

达到 100 多岁呢？

白垩世纪至今 1.3亿年的历史证明，蜂王

浆是世界长寿的首屈一指的灵丹妙药，是上

天赐予所有生灵的最具长寿功能的自然物

质，是大自然最伟大、完美而神奇的存在！我

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蜂王浆是长寿药、长寿

宝、长寿王！珍贵如金 奇幻如玉 神效如宝。

这一点自然界没有其他任何物质可以做到。

蜂王浆也叫蜂皇浆，类似于哺乳动物的

乳汁，极富营养价值和免疫功效，所以又称蜂

皇乳。蜂王浆是蜜蜂采食了花蜜、花粉等蜜粉

源植物的有效成分，充分消化吸收后，在营养

腺中加工升华而成。蜂王浆可以让蜂王的寿

命比工蜂长几十倍。果蝇服用蜂浆寿命也明

显延长。蜂王浆被科学家称为神奇的天然长

寿因子！蜂王浆是一类组分相当复杂的蜂产

品，它随着蜜蜂品种、年龄、季节、花粉植物的

不同，其化学成分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含

有蛋白质物质 12 种以上、氨基酸 18 种以上、

脂肪酸 26 种以上、固醇类化合物 9 种，以及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酶类。未确定物质

2.84-3.0%。蜂王浆世界各地的长寿科学研究

所都证明，蜂王浆几乎含有人体生长发育所

需要的全部天然活性的营养成分，有促进组

织再生的能力，衰老和受损的组织细胞被新

的细胞所替代，而恢复功能，蜂王浆有抗衰老

及延年益寿是有根据的。而且没有一种对人

体有毒副作用的物质。临床试验表明，蜂王浆

对人的机体具有非常重要的保健和医疗作

用，能有效降低血脂、预防动脉硬化、降低血

糖；增强记忆力、提高智力；促进造血功能，调

节内分泌和代谢；延缓衰老；抗放射、促进组

织再生；提高机体免疫力、防感冒、防肝炎、防

癌症等。对一些危重病人和一些用其他药物

治疗无效的奇难杂症，可以收到令人意想不

到的效果。蜂王浆珍稀名贵，成分复杂，有着

极强的保健、养生、长寿功能和医疗效用。蜂

王浆也有着“液体营养黄金”、“长寿因子”的

美誉。蜂王浆被营养学家誉为世界上唯一可

供人类直接服用的全天然、纯生物高活性成

分超级滋补营养品。有些专家甚至更肯定地

评价说，蜂王浆是最接近于长生不老药的天

然物质。

蜂王浆的神奇作用，在国外已流传了好

几个世纪。亚历山大帝的记录和马可波罗

游记中都有关于蜂王浆治病保健的详细描

述，在《圣经》、《古兰经》和《犹太教法典》中

都有过蜂王浆治病的记述。一些国家皇室、

元首都把蜂王浆奉为至宝，天天服用。据古

埃及历史记载，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用蜂王

浆来帮助她保持健康和美丽，因此她一直

是最美丽的女人。阿拉伯酋长默罕默德 118
岁时告诉医生，他长寿的原因是因为每天

不间断地服用鲜王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

夫人从年青时期至今每天早晚坚持服用鲜

王浆，她曾深情地说，“鲜王浆太神奇了，它

太让人向往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 1955 年，在罗马举行的

“国际理论生物进化会议”正式报道了蜂王浆

治病的奇迹：1954 年，82 岁的罗马教皇得了

糖尿病、哮喘、心脏病，卧床几个月，所有的医

疗手段都用了，教皇的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

越来越重，进入了病危状态。教皇的主治医生

加里亚基里(音译)决定用神奇的蜂王浆疗法，

每天给教皇服用大量的蜂王浆。教皇从第二

天起开始有精神了。三个月后，竟奇迹般地恢

复了健康，重新走上了神职的岗位。

蜂王浆作为一种医疗保健品治疗疾病，

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早有记载，在古书《黄帝内

经》、《神农本草经》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

均有详实记述，蜂王浆以其神奇的功效流传

至今。蜂王浆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三个

阶段均可发挥作用。蜂王浆在我国的应用有

着悠久的历史，云南少数民族中早就流传着

蜂宝治百病之说，这里所说的蜂宝就是蜂王

浆。清朝初期，蜂王浆被称为“蜜尖”，是朝廷

贡品中的上品，专供皇帝食用。武则天当年迁

居寺院，面容憔悴，精神不振，经大师指点，靠

蜂王浆保住如花容颜，终于重返朝廷，成为中

国唯一女皇。终生服用蜂王浆，享年 82 岁。在

人均寿命 29 岁的唐朝，已经是长寿神话。蜂

王浆现在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列入

《中国药典》，被国家商务部列入国家中药名

贵药材。国家卫生计生委首席健康教育专家

洪昭光断言：蜂王浆的保健、养生、康复作用

从古到今，从中到西都是被充分肯定的，尤其

是主流社会，主流科学界都是充分肯定的。所

以我们说蜂王浆的保健养生作用是铁证如

山，不容质疑的。就连前国家农业部原副部长

杜子端，都多次推荐蜂王浆给身边的亲朋好

友，说延年益寿当首选蜂产品。

日本人对蜂王浆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程

度。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我国蜂王浆出口的

第一大国，并且也是世界上第一蜂王浆消费

大国。为什么日本市场上蜂王浆不但贵而且

销售量大? 这是因为日本人民真正体会到蜂

王浆的效果。日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

重视蜂王浆在医疗保健方面的研究。1959 年

春天，蜂王浆制剂从欧美传入日本，日本制药

社对此很重视，通过广播和电视宣传，仅一年

就得到了普及。一些疑难病，用蜂王浆却有很

好的效果。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一年的蜂王浆

消费量还不到 30 吨，到 80 年代初，就增加到

150 吨，1988 年达到 226 吨，1989 年达到 277
吨，1992 年以后年消费量在 400耀500 吨之间。

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蜂王浆消费国，需

要量还在持续增加。日本国内自产蜂王浆非

常少，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要。我国年产蜂王

浆在千吨以上，百分之五十左右出口到日本。

据日本厚生省最近公布的资料表明，现在日

本变为长寿国，日本男性现在平均寿命 76.25
岁，连续 9 年世界冠军，日本女性寿命 82.51
岁，连续十年世界之首。中国女性平均寿命为

71 岁，比日本女性少活 11 年。上亿日本人中

几千万老人为何能长寿? 除了重视体育锻炼

外，主要是非常普及使用蜂王浆，正如玉川大

学的教授所说“40 多年来日本人的身高增加

了，寿命延长了，主要受益于蜂王浆。”日本学

者松田正义评价蜂王浆的效果说，“人们誉蜂

王浆为自有青霉素以来的宝药。青霉素使人

类减少死亡(几十亿人），蜂王浆给人类带来

了长寿”。

中国是世界蜂王浆第一生产国，也是第

一出口国，全世界 90%以上的蜂王浆来自中

国。蜂王浆作为中国的国宝在全世界享有

盛名，在欧洲每公斤售价 1000 美元，在日本

每公斤售价 1300 美元。我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蜂王浆生产国,但我国对蜂王浆的研究乏

步较晚。1956 年 10 月,匈牙利养蜂专家波尔

霞博士应邀来我国访问,在谈话中谈到蜂王

浆的作用和经济价值 ,使我国的养蜂工作者

受到启发,开始进行蜂王浆的生产、药理和

临床应用的全面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

果。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到

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健意识的提升，

营养与保健食品产业成为全球性的朝阳产

业。近 20 年来美国保健品市场增长 36 倍，中

国也以每年 15%-20%的速度增长，中国保健

品产业产值突破一万亿。蜂王浆是食品保健

业的重要成员，必然受到国人的更广泛喜爱。

我国近 14 亿人，蜂王浆使用量不及 1.2 亿人

的日本，人均用量更无法攀比。国人要很好了

解蜂王浆，使用蜂王浆，使国人的寿命有一个

较大幅度的增长。

“花样”致富芳意浓

庐江：“花海经济”香了 百姓生活甜了

蜂王浆是长寿王 国人快用蜂王浆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紧密结合当前形势，

在思想上再紧“一扣”，管理上再强“一档”，责

任上再严“一格”，不断拧紧安全生产阀，筑牢

安全生产“防火墙”。

思想上再紧野一扣冶遥 该矿以百日安全活

动为契机，全面开展思想意识整顿和安全警

示教育，坚持对全矿干部职工安全知识、煤矿

安全新规程、“红线”规定和安全理念的灌输。

不断教育引导干部职工牢固树立“安全第一”

思想是把好安全第一道关口的责任意识，从

思想深处刹住对安全工作懈怠之风和苗头，

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管理上再强野一档冶遥 该矿加强了国庆期

间安全生产管理的组织领导，加强应急值守

工作，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班、值班工作，24
小时坚守在工作岗位，保证国庆期间值班在

岗位，跟班在现场，处理隐患在当班；加强入

井安全确认，充分运用酒精检测仪和体温计

检查职工身体情况，禁止身体状况和精神状

态不好的人员入井，杜绝酒后上岗；加强辅助

运输管理，引导司机自觉做好“四况”安全确

认，做到每一次都确认、每一次都安全；抓好

重点项目的安全管理，加强地面边远死角、重

点部位的消防检查，消除火灾安全隐患。

责任上再严野一格冶遥 该矿领导班子亲自

带队深入井下一线，查设备运行、工程质量、

规程措施落实、工序衔接配合，切实把问题查

准、查清、查透，对不符合工程质量标准的坚

决推倒重来，绝不留隐患，对管理上的薄弱环

节和设备隐患，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间，对

相关责任人一律从重处罚。对安全管理不到

位、责任不落实、问题突出的区队、部室进行

剖析警示，区队部室负责人诫勉约谈，对不放

心区队、班组的管理负责人及时调整，确保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 渊倪小红冤

一号煤矿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

李海清：低调认真的技术“大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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