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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李士根

小张扶贫

市农业局小张被抽调到扶贫工作组，赴

阳山乡老山村扶贫。老山村地处崇山峻岭的

偏僻山区，这些年来，扶贫组几进几出，还是

没摘掉贫困村帽子。这次市里下达了最后通

牒：限期两年，在祖国七十华诞前夕，必须摘

帽，决不拖全市后腿。

小张被安排到了沈山家里，沈山是村里

最穷的一户，他照料着多年卧床重病的父

亲，去年送走父亲却欠下了一屁股债。

小张到沈山家，他正在整理行囊，准备

去城里打工。小张得知他的境况，劝他说：

“我向你保证，两年内保准让你脱贫。”

小张入住他家，让他十分焦虑：拿什么

招待市里贵客，家里没有拿得出的菜，又没

钱买鱼买肉。别看沈山人穷，可待人热情好

客。

中餐时，他端上一盘油炸食品放到桌

上，立时，一股诱人的香气弥漫在屋子里。小

张看着盘中食物，奶黄色像蚕蛹，夹了一粒

一嚼，脆脆的，香香的，爽口怡人，味道鲜美。

就问他：“这是什么？”沈山笑着说：“是油炸

蜂蛹，马蜂窝里的幼蜂，你喜欢吃吗？”小张

品味着说：“喜欢！”

沈山的热情好客，蜂蛹的特别诱人，小

张来老山村的第一顿饭吃得特别的香，两碗

米饭连一盘油炸蜂蛹一古脑儿消灭得精光。

他见小张吃得津津有味，就说：“你喜欢

吃我天天进山去抓来油炸给你吃。”

中饭后，沈山准备进山去抓马蜂，在村

子东头看到丽春姑娘正在洗头。丽春 36 岁

了，是村里唯一的姑娘，她的小姐妹们早就

进城打工去了。丽春父母走得早，年幼的弟

弟要她照顾，脱不开身。

丽春长得秀气高挑，特别是那头乌黑油

亮齐腰飘飞的长发，大家称她为村花。今天

丽春脱了外套，露出那件红色小袄，弯下腰

梳洗着秀发，丰满的胸脯，小蛮腰加那丰臀

长腿，格外迷人，沈山看得是魂不守舍。他偷

偷走到丽春姑娘身后，趁她不备，拽了一束

长发。

“啊唷！哪个讨债鬼”丽春回过头来，只

见沈山手里捏着从她头上拽下的秀发，瞪圆

了眼骂：“流氓！”

沈山抓了几根头发，跑进深山抓马蜂窝

去了。

傍晚时分，沈山提了编织袋回家。一到

家，解开编织袋，剥开马蜂窝壳，里面是密密

麻麻的六角形蜂格，蜂格子里露出了乳白色

的蜂蛹，沈山教小张帮他用牙签一条一条挑

出来。

此时，丽春蹬蹬蹬走到小张身边，气呼

呼地指着沈山说：“张书记，他耍流氓，你管

不管？”小张兼任着老山村书记，村民有委

屈，当然找书记。

突如其来的告状，弄得小张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沈山躲进屋去了，小张站起身听着，

丽春愤愤地说：“趁我洗头之时，将我的头发

偷偷拽去，是不是耍流氓。”小张听丽春陈述

后说：“你别急，我问问他，真如你所说，我让

他当面向你赔礼道歉。”

丽春告状的一番话，沈山在里屋听得灵

灵清清。沈山比丽春大两岁，从小一起长大，

丽春孝顺聪明，勤劳贤惠，沈山心底里喜欢。

这些年来，沈山被多病父亲拖累，债务缠身，

哪有条件托人提亲啊。

小张走进屋里，拷问沈山：“丽春刚才说

的是真的？”沈山低下头吱唔着：“你喜欢吃

蜂蛹嘛，我只得向她‘借’长发啊，村里只有

她有长发。”抓马蜂窝要头发，小张觉得奇

怪，便问：“要这干啥？”沈山说：“当然抓马蜂

窝用啊。”

此时，小张来了兴致，说要跟他去抓马

蜂。沈山犯嘀咕了：抓马蜂是他的看家本领，

他不想让外人学去，便推托说：“你初来老

山，不熟悉地形，抓马蜂有危险。”拒绝了小

张的请求。

小张就想看个究竟，一天凌晨，沈山轻

手轻脚起床，小张假装睡着，等沈山出门，他

急忙起来，偷偷地跟在他后面，幸好山林茂

密，道路曲折，小张又年轻机灵，沈山一直没

发现身后的“尾巴”。

崇山峻岭之中的老山村，漫山遍野，山

花烂漫，马蜂随处飞舞。小张听村里人说，沈

山从小就跟着他爸抓马蜂、养野蜂，这些年

他靠这门“绝技”和三四桶野蜂蜜糊口度日。

小张跟踪着沈山，之间保持着七八十步

距离，沈山走，小张也走；沈山停，小张也停。

这样停停走走，走了两个时辰，沈山靠近一

棵野梨花树，蹑手蹑脚放慢了脚步。

不一会儿，只见一片像风筝似地小小纸

片飘飞在空中，沈山跟着“小风筝”飘飞的路

线，爬山涉水，过溪越涧，跟踪了一刻钟，“小

风筝”落在了一棵大枫树梢。小张远远地往

枫树梢头望去，只见枫树顶上悬挂着一只大

酒坛似的棕黑色马蜂窝，周围飞舞着嗡嗡作

响的成群马蜂。沈山拿了只透明的塑料袋往

头上一套，戴上笠帽、手套，腰上系了编织

袋，登登登像猴子似地一忽儿爬到了马蜂窝

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摘下笠帽，用力对

着蜂窝猛扇了几下，那飞舞的马蜂被扇飞散

开，他熟练地将编织袋口迅速对准马蜂窝，

从下往上顺手一套，扎紧袋口将马蜂窝从树

枝上摘落下来。然后，他又瑟瑟从树杆上滑

落下来。

此时，小张已跟踪到了大枫树下，正仰

起头专注地看沈山抓马蜂窝，飞散的马蜂往

树下扑来，小张躲闪不及，被疯狂乱窜的马

蜂叮了好几口。

“呜啊！”小张捂住脸蛋，疼痛得惊叫起

来。沈山见状，虎着脸生气地“骂”：“叫你别

来，你偏不听，看，受罪了吧！”

小张的脸上被马蜂咬去的伤口顿时红

肿起来，不一会儿，脸肿得像猪头，小张不得

不连夜回城去疗伤。临走时，沈山在小张的

背包里塞进一包蜂蛹。

小张急匆匆赶到市医院急诊室，值班的

王医生认识小张，见他脸肿得像“包龙图”，

幽默地说：“扶贫干部怎吃得如此肥头大耳

啊！”小张忍着疼痛说：“王医生，你就别笑话

我了，这是吃马蜂蛹惹的祸。”便把如何抓马

蜂的事告诉了他，还把那包蜂蛹送给了他。

王医生看着马蜂蛹，如获至宝，他告诉小张，

他的导师研发了一味治类风湿的新药，正缺

这野蜂蛹，要他帮着采办。于是，当即电话联

系了导师，谈妥了收购事宜。

小张火速返回老山村，立马写了 10 多

张收购蜂蛹的告示，分发张贴。一斤蜂蛹收

购价 300 块，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地传开，

老山村沸腾起来了。

小张让沈山带头抓，第一天他就抓到了

2 窝马蜂，鲜蛹卖了 1000 多块。他长这么

大，也没有发过如此“旺财”，村民们都想纷

纷效仿。

小张让沈山教村民抓马蜂，让大家发

财。沈山推托说：“没那么多长发怎么抓？”小

张问他，能不能丝线替代？他说曾试过，丝线

太软，拴不住蜂腿，头发有弹性才拴得住。

当晚，丽春哭着跑来求助小张，他弟弟

高烧不退，恶性呕吐，昏迷不醒？小张二话没

说，开了他的卡罗拉在村口等着（轿车开不

到丽春家）。沈山一口气跑到半山腰丽春家

里，背起她弟弟赶到

村口，把丽春弟弟放

到轿车后座上，紧跟

在身后的丽春赶到钻

进车里，抱着弟弟飞

速赶往县城医院。医

生说丽春弟弟是得了

急性肺炎，幸好来得

及时，住了几天院得

以康复。

住院期间，小张陪着丽春照料，还垫付

了医药费，让丽春很感动。在回程的车上，丽

春一再表示感谢说，钱她会借来还他。小张

说只要你弟弟平安就好，钱无需还他，如果

你能帮我，长发送我一些。让沈山教全村人

抓马蜂致富脱贫。

当晚，丽春剪下一络长发，亲手交于沈

山手上说：“你拿这些长发教村民去抓蜂窝，

让大家发财，大家会记恩你的。”

丽春的话真灵，第二天，沈山主动提出

带村民进山，教大家抓蜂窝去。沈山在前面

走，村民在后面跟，沈山猫腰靠近一棵野李

花树，只见沈山从口袋里拿出一根长发，将

一片竹衣（毛竹剖开里面的薄衣）用胶水黏

在长发的一端，然后将长发的另一头打了个

活扣，趁马蜂扇起翅膀抬起后腿往花蕊里钻

的瞬间，将长发的活扣，往正在吸花蜜的马

蜂后腿上一套，轻轻一拉，便拴住了马蜂的

后腿。沈山在现场拴了十多只马蜂，分批让

村民观摩学习。

不一会，马蜂采完花蜜，展翅飞回窝去，

随之拴着的长发也飘飞起来，长发拴着竹衣

片像一片小小的风筝，在空中飘飞着。那十

几片小“风筝”，在阳光里一闪一闪，引导着

沈山与村民们。

马蜂被拴上了长发竹衣，明显降低了飞

行高度与速度。村民跟沈山寻觅到了马蜂

窝，一天抓到了三四个。

沈山还手把手地教丽春如何拴马蜂腿，

丽春与村里的年轻人，拴了几回便把沈山的

“绝技”学会了大半。几天下来，丽春交给沈

山的一络头发用完了。

当晚，小张与沈山睡在床上。“笃笃笃”

一阵敲门声把沈山与小张惊醒，沈山披衣起

身开得门来，只见丽春站在门口，手里拿着

一大把乌黑的长发交到沈山手里，轻声地

说，“拿去吧，带全村人一起抓蜂窝用。”沈山

感激说：“谢谢你，上次我非礼了，向你赔不

是”。一头短发的丽春，抿嘴一笑，转身消失

在月光如水的山色中……

沈山紧紧地抱着这把乌黑的长发，低下

头像婴儿吮奶似地拼命地吻吮着。回到房

里，小张看了感动地说：“香吧，美吧！”一把

沉甸甸的长发搅得两个男人全无睡意。

此后的一个月，30 多户的老山村，每天

有四五十号人进山。最多的一天，抓了 20 多

个马蜂窝，全村一天就赚了 2 万多块。让老

山村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穷山沟沟里也有

发财的资源，也有发财致富的机会。想不到

赚钱也会上瘾，沈山与村民一起天天披星戴

月抓马蜂。方圆五十里山山岗岗被翻了个底

朝天。小张跟村民一起上山，采集着各种树

花、野花类样本，跟踪马蜂、野蜂行踪，记录

各种环境数据。

老山村山上的马蜂被这场“人民战争”

扫荡得精光。这场“旺财”在老山村只热闹了

不到 40 天，脱贫致富成了老山村一场短暂

的“黄梁美梦”。

马蜂抓完了，小张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原来小张这两个多月调查论证的“利用

老山资源开发‘养蜂脱贫项目’报告”已得到

了市农业局的立项批复，首批扶贫项目资金

也已到位。

半个月后，小张运来了 60 多桶吉尔吉

斯良种蜂，各家各户都养起蜂来。前些年村

里也养过蜂，都失败了，是因为马蜂常来偷

吃蜂蜜，咬死蜂蛹，还携带病毒造成的。消灭

了马蜂，具备了养蜂的条件。正好沈山那套

养野蜂的技术派上了用场，他一户户地教大

家如何管理，如何割蜂蜜，如何保暖越冬

……

第二年年底，小张陪同市扶贫领导组前

来老山村验收。老山村已发展到了 500 多桶

蜂，家家门前蜜蜂嗡嗡，户户蜂蜜收入上万。

这天，正好遇上沈山与丽春姑娘的结婚喜

事，小张被沈山邀请去做证婚人哩。

招聘
启事

杭州铭家工匠家居有限公司招家居顾问 20 名，业务精英 10 名，享受养老社保、

节假日津贴、月度奖金、年度奖金等各项福利！

地址：临安区苕溪北街 1066 号（西墅绿洲）

电话：13958188696（王经理）

各镇街：

为适应新的市场形势，进一步提升村落景区服务

档次，引导农家乐提档升级，我局决定在全区村落景区

创建村、培育村、旅游特色村中开展农家乐提升版支持

引导工作，现请各镇街在相关范围内积极组织，推荐符

合条件的农家乐参加本项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

各镇街 2017-2019 年村落景区创建村，根据推荐情况，

可酌情扩大到培育村、旅游特色村。

二、推荐对象：

在同一村落邻近的 3 户以上已经开业的农家乐为

一个组团，每个村推荐一个组团。

三、入选农家乐的条件

1援被推荐的农家乐业主有提升改造的愿望，自愿

签定承诺书（附 1），按照本文件的要求设计、改造。且

确保提升后有经营管理的人员力量。

2.建筑条件符合《浙江省民宿（农家乐）治安消防

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标准或规定。单栋房屋客房数量

不超过 15 间，建筑层数不超过 4 层且总建设面积不

超过 1000 平方米；

3.主体拥有明晰的土地建筑产权和相应证照；

4.提升改造不改变建筑主体框架；

5.有乡村工匠、艺人的农家乐优先。

四、提升版设计要求

1援乡村农家院落以夯土矮墙或当地木竹材料为元

素营造；

2援建筑外立面视觉效果呈现，特色标识符号；

3援院落和房屋外立面花草妆扮；

4援土灶头、火桶、火铳、泥钵头等民俗用品应用；

5援乡村民间业态、手工作坊空间打造；

6援设置农家小菜园，晒秋场地、观星场地；

7援适度呈现农家特色的夜景灯光效果；

8援浙西耕读文化（书香文化）有专门小空间布局；

9援村里老木头、石头、砖瓦在提升版建筑及装饰里

再利用、艺术呈现。

五、农家乐提升版验收的综合要求

1.在原有农家乐基础上改造提升而成；

2.接待设施、经营环境、服务质量等有显著提升；

3.有经过本局认可的"三个一"，即一桌乡土菜、一

份文创伴手礼、一条旅游线；

4.与当地村民签定农家乐升级版用品和食材供应

协议；

5.项目总投资在 50 万元以上（建议投资金额 50-
100 万元之间），要求符合本局设计指导意见；

6.住宿收费达到 500 元/间·天以上。

六、工作流程及支持资金

1.镇街推荐后，本局组织专家开展初选，确定 9 户

后，公开向社会征集改造设计团队、方案、施工团队（农

家乐也可以自行落实解决）。

2.设计团队要具备设计、组织施工的能力。本局对

设计及施工效果分别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将安排每

户 6-10 万元的设计、施工补助。具体流程为：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设计稿（每个功能区各出效果图 1-2 张，总

数不少于 8 张），本局开展设计效果评比，对符合要求

的作品给予设计单位 2 万元的补助。后期设计单位继

续配合业主按照设计开展施工，2020 年 3 月底前正常

开业的，经过本局委托的专家组验收通过的，按照得分

高低，本局补助每户设计单位执行补助费 4-8 万元。

3.本次参加提升的农家乐，能评为农家乐提升示

范户的，本局将组织在国内媒体、营销平台上做宣传推

广，区政府将参照有关政策对农户进行另外的奖励补

助。

七、工作要求：

1.请镇街认真组织推荐，我局将组织专家进行现

场踏勘，最终选取 3 个组团 9 户农家乐。

2.推荐表（附 2）由承诺人签字、镇街签署意见盖章

后，附土地或建筑产权证明和相应证照复印件，请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报送本局乡旅办（城中街 790 三

楼 305 室），逾期不报，不再增补。

联系人：苏坚苗

联系电话：61096711。
3.不履行承诺的入选农家乐，五年内，不得再申请

政府同类奖励补助。

4援2018 年度首批提升版农家乐同样适用本文件内

容，改造完成时间在 2019 年 7 月 1 日前，方有可能获

得各种奖励补助。

附件表格请关注临安文旅发布微信公众号 2019
年 4 月 8 日第四条内容。

关于组织推荐第二批村落景区农家乐提升版的通知

杭州市临安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2019年 4月 19日

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老年养护院秉承“医养结合

爱心养护”的办院宗旨，以“全方位养老养护、专业化

康复护理、零距离医疗救治”为服务理念，让入住老人

更有尊严、更有保障的安享健康晚年。

欢迎前来参观、试住有优惠。

入住对象：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长期卧床需

全面照护的老人以及其他老年朋友

电 话：0571—63837515、15258667398
院 址：临安锦北医院 2 号楼（临天路 2750 号明

月山庄对面）

坟墓迁移公告
因锦城街道青龙榧子山城东 A-32 地块项目实施

需要，需征收以下范围土地：东至钱锦大道，南至钱锦山

庄安置小区，西、北至吴山街。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迁移期限：

公告之日起至：2019 年 5 月 7 日止。

二、迁移政策及办法：

1.迁移的坟墓（骨灰、遗骸）原则上货币化兑现，入

葬地点由墓主家属自主选择，但必须入葬在经政府审批

各级公墓，具体迁移事项和相关政策由杭州临安安胜动

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和解释。

2.逾期未迁移的一律视无主坟墓处理，安置到临安

区锦城镇福寿园公墓，迁移相关费用由杭州临安安胜动

迁服务有限公司结算保管。

三、联系方式：杭州临安安胜动迁服务有限公司

吴小波 0571-63905395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锦城街道办事处 2019年 4月 17日

遗失公告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单证丢失：车主：叶平；车牌：浙 A1BA85；<

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保单号码为：805112018330185006602；保单印刷流水号为：

1810437461。保单原件，保单发票，车险小卡，声明作废。

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在临安

区昌化镇华悦松泉度假酒店 6 楼会议室举行公开拍卖

会，对下列标的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现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

位于临安区昌化镇东街 6 处、东大街 2 处、西街 10
处、永丰路 2 处、唐昌街 23 处、武隆山路 1 处共计 44 处

房产一年租赁权。

以上标的起拍价和拍租保证金详见拍租明细表。

二、咨询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26
日 17 时止。有意参加竞拍者，单位凭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公章；个人凭身份证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 17 时前到昌化镇房管站（永丰路 5
号）办理竞拍报名登记手续，并交纳拍租保证金。

以上标的承租户在 2019 年 4 月 8 日前付清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期间租金的，同等价格

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2019 年 4 月 8 日前未付清这

期间租金的即视为放弃优先承租权。

三、拍卖地点及咨询电话：临安区昌化镇永丰路丰

乐街 33 号。

咨询电话：0571-63768238，13758245723；
联系人：周先生

浙江明泰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9日

拍 租 公 告

1.过多食用生葱蒜会刺激口腔肠胃，不利健康，最

好加一点醋再食用。

2.及时补充水分但应少喝果汁、可乐、雪碧、汽水

等饮料，含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肠胃产

生不良刺激，影响消 化和食欲。因此夏天应多喝白开

水或淡盐、糖水。

3.每天早晨用豆腐摩擦面部几分钟，坚持一个月，

面部会变得很滋润。

4.空调室内温差不宜超过五度，即使天气再热，空

调室内温度也不宜到 24 度以下。 健康临安科普宣传

健康生活小窍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