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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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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乡$比#骄阳$更火热
这个暑期! 池州学院中文系的方鑫同

学和几个黄山籍同学一起组建了 "池州学
院中文系赴黄山市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他
们以"走进徽州文化!关注皖南文明$为主
题!调查和了解徽州人民的生活习俗!通过
对当地徽文化保护者的走访! 在社会实践
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了徽州文化的起源和发
展! 并且在当地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完成了
调查报告%据悉!仅池州学院就组建了百余
只小分队在省内外各地参与社会实践!学
校另外成立了

"#

支校级重点团队!并给予
每支团队一定的活动经费%

来自池州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的吴同
学今年实践课题是关注清溪河& 白洋河的
水域污染问题% 他通过水质测试和生态模
型论证!开始为池州这座"水城$的环境保
护寻找答案%"晒黑了! 回家后爸妈都很心
疼!但仍很支持我$!吴同学满面笑容地告
诉记者%

鲍倩雯是来自安徽大学艺术系的大二

学生!这个暑期!她牵头组建了艺术系社会
实践团队来到池州%"傩文化是池州的一张
名片! 戏曲活化石在国内外都享有较高声
誉!我是土生土长的池州人!有责任有义务
为它的传承与保护尽自己的一份力%$ 鲍倩
雯说!安徽大学艺术系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在
池州走访了市直有关部门&傩戏广场&傩艺
团和刘街村等地! 调查了傩文化现状和保
护!准备写一份关于"池州傩$的调研报告%

#

月
$#

日!来自华北科技学院的大学
生公益团队"播梦者$团队一行

"%

人!来到
了东至县张溪镇汪坡小学开展了暑期 "播
梦夏令营$活动%主要包括素质拓展训练&

特色教学活动&心连心家访%此外!他们还
为汪坡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图书

&%%%

余
册!以及各种学习用具!并对图书室

$%%%%

余册图书重新进行编排&分类&登记!分送
到学校下属的七个教学点%为期

$'

天的夏
令营结束了!孩子们舍不得了'哥哥姐姐!

你们明年还来吗 ()活动受到孩子们的欢
迎!那是一种满足!结营的时候很多同学都
哭了%$来自东至的团队领队邹永发自豪地
告诉记者%

酸甜苦辣"

重要的是开阔眼界和积累经验
"我认为社会实践就是一个锻炼自己

的过程$!来自马鞍山的李良胜同学是池州
学院的师范类学生! 暑期没有回家的小李
带了两份家教!"每天工作接近

#

个小时!

早上六点从学校坐车!晚上再坐车回去!虽
然很辛苦!但收获很大$%

#

月初!因连续降雨的影响!杜坞大桥
的交通状况一度受到影响% 正在当地进行
文艺汇演的池州学院旅游系社会实践团队
刚好路过% 团队成员临时决定上桥疏导交
通!协助交警保障了大桥的正常通行%

"客人很难缠! 加上刚来对业务不熟
悉!第一天上班就气哭了%$在酒店当咨客
的何同学谈到她遇到的麻烦时说'"好在坚
持下来了!这既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开阔眼
界!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同
时也可以在实践中学到更多的社会知识!

更关键的是社会实践是一种亲身体会%$

池州学院中文系新闻采编专业大三学
生闫荣应这个暑假在市站前区一家企业广
告策划部实习% 他告诉记者'"之前虽然一
直在学校上专业课! 但是并不知道这个行
业究竟干什么!自己又能有什么发展!经过
这次暑期实践! 回学校以后会有所侧重加
强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向%$

老师%

暑期实践应做到自主&持久&纯粹
近年来! 各大高校对大学生社会实践

越来越重视% 各种各样的学生社会实践团
队也越来越多%面对学生们的实践热情!做
了多年学生工作的池州学院中文系团总支
书记胡程!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跟前几年
不同!

(%

后大学生自主观念更强! 这也体
现在社会实践上%以往!通常是学校提出项
目!让学生去做%可能一些学生并不喜欢这
个项目!*被实践+了%而现在!我们要求学
生拥有更多独立自主性%自己找选题!自己
实践! 自己克服困难% 老师只作为安全指
导!对整个实践过程不加干涉%#胡老师说%

胡老师还对大学生们提出了一个建
议%)社会实践要有实践性! 不要打一枪就
换一个地方% 比如支教! 每年换不同的地
方!我认为不如长期结对%不管是对当地的
孩子!还是我们的学生!这都更有好处%#

胡老师坦言! 如今不少学生实践团队
都以)上报#&)上电视#为目的%

)这种观念急需纠正,$胡老师认为!参
与社会实践! 本意是希望学生们通过社会
锻炼!获取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丰富社会

经验!从而提高自己!

)

千万不能让社会实
践活动变味! 而是要保持社会实践的纯粹
面目%

建议%建立校&政&企合作
机制"搭建公共平台

"大学生来这里实践都是从零做起!学
习能力很重要%$ 市内某事业单位办公室主
任高先生说!在每年接触的众多大学生实习
者中!不乏优秀者!但总体情况也只是及格%

"也有不少高校跟我们联系安排大学
生实习!但目前条件不够好%$池州高新区
一家企业人事部经理李欢说! 她所指的条
件是大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还不能满足公
司正常运营的需要%

"公司直接面对的是市场!因此希望大
学生实践能给公司带来效益%$ 李欢坦言!

这不仅需要企业在满足自身发展的同时提
供实践平台! 也需要学校教育在培养实践
能力方面提速%

业内人士指出! 现在大学生关注社会
生活的意识在增强! 很多学生向学校提出
了有建设性的项目设计方案! "但仅有学
校的支持还不够! 很多方案都需要政府和
企业的协助! 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习惯和态度比学习成绩重要

!

记者 刘玉琴

在今年暑假里! 贵池区池口小学出了
两个"新闻$'一是学校出资为六年级学生
吴骁天"出书$!这是该校历史上第一次-二
是五年级学生吴钱文曲代表我市参赛!在
全省小学生讲故事比赛中荣获一等奖%这
两则"新闻$吸引了该校不少家长的目光!

他们想了解这么优秀的孩子有什么好的学
习方法%可是这两个孩子却说!相比于学习
方法和学习成绩!他们认为!自身良好的习
惯和家长平和的心态更重要%

学习习惯!

用做计划来"管理时间#

吴骁天和吴钱文曲确实出色% 在小学
六年里!吴骁天每年都被评为校级"三好学
生$!去年还被评为市"优秀三好学生$!在
学校 "快乐识字 $&"美文诵读 $&"英语竞
赛$&"器乐比赛$等比赛中屡屡获奖!连续
两年在区级小学生读书活动中获一等奖!

还曾获皖江九市群艺诗歌大赛一等奖!并

多次主持学校及社区文艺演出! 他的电子
琴达到八级水平! 书法考过了九级! 他有
'%

多篇作文和书法作品在报纸上发表!今
年该校把他三至六年级写的部分作文整理
出来!给他出了一本"作文集$%吴钱文曲也
每年都是"三好学生$!多次在绘画&歌唱&

朗诵比赛中获奖! 并经常跟吴骁天一起担
任学校及社区演出的主持人%

这两个"主持搭档$都把自己的成绩归
功于好的学习习惯% 吴骁天说! 有一段时
间!他不会管理时间!常常因为看课外书而
耽误了写作业! 等要交作业时忙得手忙脚
乱!累不说!作业也难免出错%后来他决心
改掉这个毛病!列出了详细的学习计划!每
天放学后先做作业! 然后再看课外书&玩
耍!这样感觉学习轻松多了%现在即使是暑
假!吴骁天也列出了一份计划!早晨六点起
床!五分钟洗漱后!开始读英语&弹电子琴&

背古诗&做数学题&练书法&读课外书&听音
乐 & 打球 ! 他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精确到
"分$! 所有看了他这份计划表的人都惊讶
地问他!你一天做这么多事难道不累!吴骁
天总是笑笑说! 奥秘就是这份计划安排得
张弛有度& 劳逸结合! 每天按照计划表生
活&学习!不仅不会感到累!还会感到充实!

最重要的是! 暑假有个计划不会让自己过
度放松!开学时"收心$也相对容易%

阅读习惯!

读书是每天的"必修课$

读书! 是这两个小学生的共同爱好!

他们都从阅读中收获颇丰 % 吴骁天说 !

他刚学写作文时 ! 文章写得很烂 ! 写了
前一句就不知道后一句是什么了 ! 有时
候写了擦 & 擦了写 ! 纸都擦破了 % 后来
妈妈给他买了 .鲁滨逊漂流记/! 他一连
看了五遍 ! 渐渐爱上了阅读 ! 随着阅读
量的增加 ! 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 !

感觉写作不再难了 ! 三年级时他的作文
还登报发表了%

吴钱文曲也有同样的经历! 她记得自
己刚学写作时! 文章写得不算短! 但其中
的废话太多% 看到老师总是表扬别的同学
的作文! 她心里不是滋味! 缠着爸爸妈妈
给她买来许多课外书! 有空就阅读% 慢慢
地 ! 她的作文写好了 ! 得到了老师的肯
定! 有的还在网站上发表了%

)阅读提高了他们的作文水平! 也提
升了综合素质%$ 吴骁天的班主任陈少枝
说! 吴骁天课外阅读面很广泛! 从中外名
著到动漫科幻! 他都有所涉猎% 这些阅读
沉淀不仅让他的书面表达能力超出了这个
年龄段的孩子! 也让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异
乎寻常的强! 这为他在各类演讲和主持中
增色不少%

这两名学生从阅读中尝到了甜头! 如
今都把阅读当成了 )必修课$% 在吴骁天
的暑假计划里! 每天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
半以及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都是阅读时
间! 阅读在他一天的各种安排中占的时间

最多% 吴钱文曲在暑假里也过了一把 )阅
读瘾 $% )每天除了做作业 & 温习功课 !

就是看书%$ 吴钱文曲说! 她还有个习惯!

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读一会书才睡觉%

家庭教育!

要少看考分多 %看平时$

在池口小学! 吴骁天和吴钱文曲是不
少学生学习的榜样! 但他们俩并非经常考
)双百分$% 吴钱文曲说! 她考得不好时!

父母从来不会打骂她! 也不会买来大量的
习题强迫她去强化练习 ! 而是告诉她 '

)你平时已经够努力! 下次好好加油吧,$

听到父母鼓励的话 ! 吴钱文曲会有愧疚
感! 学习更加用心和刻苦% 吴骁天的父母
也不对儿子施压! 他们尽力为孩子提供宽
松的学习环境! 至于孩子要考多少分! 他
们没有提出过要求%

吴骁天和吴钱文曲的父母除了都看重
孩子平时的表现外! 还有个共同的教育方
式! 那就是尊重孩子的选择% 今年暑假!

吴骁天根据自己的意愿没有参加任何兴趣
班! 之前暑假他曾参加过武术& 朗诵& 演
讲& 书法& 乒乓球以及国画兴趣班! 这些
都是他自己选择并且愿意去学习的% 吴骁
天说! 平时父母都鼓励他提出自己的意见
和想法! 当他的做法或想法明显不对时!

父母不会强行纠正! 而是跟他辩论! 等到
他哑口无言时也就能心平气和地改正错误
了% 吴骁天笑称! 这是父母给他 )成人的
权利$% 吴钱文曲的家长也很尊重孩子的
意见! 每年暑假兴趣班报名前! 吴钱文曲
都是自己先去听一节课! 感觉喜欢了才报
名! 父母不会因为听说发展某种兴趣 )有
用$ 就替她做主报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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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乡$比(骄阳$更火热
这个暑期! 池州学院中文系的方鑫同

学和几个黄山籍同学一起组建了 )池州学
院中文系赴黄山市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他
们以)走进徽州文化!关注皖南文明$为主
题!调查和了解徽州人民的生活习俗!通过
对当地徽文化保护者的走访! 在社会实践
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了徽州文化的起源和发
展! 并且在当地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完成了
调查报告%据悉!仅池州学院就组建了百余
只小分队在省内外各地参与社会实践!学
校另外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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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校级重点团队!并给予
每支团队一定的活动经费%

来自池州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的吴同
学今年实践课题是关注清溪河& 白洋河的
水域污染问题% 他通过水质测试和生态模
型论证!开始为池州这座)水城$的环境保
护寻找答案%)晒黑了! 回家后爸妈都很心
疼!但仍很支持我$!吴同学满面笑容地告
诉记者%

鲍倩雯是来自安徽大学艺术系的大二

学生!这个暑期!她牵头组建了艺术系社会
实践团队来到池州%)傩文化是池州的一张
名片! 戏曲活化石在国内外都享有较高声
誉!我是土生土长的池州人!有责任有义务
为它的传承与保护尽自己的一份力%$ 鲍倩
雯说!安徽大学艺术系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在
池州走访了市直有关部门&傩戏广场&傩艺
团和刘街村等地! 调查了傩文化现状和保
护!准备写一份关于)池州傩$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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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东至县张溪镇汪坡小学开展了暑期 )播
梦夏令营$活动%主要包括素质拓展训练&

特色教学活动&心连心家访%此外!他们还
为汪坡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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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册图书重新进行编排&分类&登记!分送
到学校下属的七个教学点%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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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夏
令营结束了!孩子们舍不得了'哥哥姐姐!

你们明年还来吗 ()活动受到孩子们的欢
迎!那是一种满足!结营的时候很多同学都
哭了%$来自东至的团队领队邹永发自豪地
告诉记者%

酸甜苦辣"

重要的是开阔眼界和积累经验
)我认为社会实践就是一个锻炼自己

的过程$!来自马鞍山的李良胜同学是池州
学院的师范类学生! 暑期没有回家的小李
带了两份家教!)每天工作接近

#

个小时!

早上六点从学校坐车!晚上再坐车回去!虽
然很辛苦!但收获很大$%

#

月初!因连续降雨的影响!杜坞大桥
的交通状况一度受到影响% 正在当地进行
文艺汇演的池州学院旅游系社会实践团队
刚好路过% 团队成员临时决定上桥疏导交
通!协助交警保障了大桥的正常通行%

)客人很难缠! 加上刚来对业务不熟
悉!第一天上班就气哭了%$在酒店当咨客
的何同学谈到她遇到的麻烦时说')好在坚
持下来了!这既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开阔眼
界!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同
时也可以在实践中学到更多的社会知识!

更关键的是社会实践是一种亲身体会%$

池州学院中文系新闻采编专业大三学
生闫荣应这个暑假在市站前区一家企业广
告策划部实习% 他告诉记者')之前虽然一
直在学校上专业课! 但是并不知道这个行
业究竟干什么!自己又能有什么发展!经过
这次暑期实践! 回学校以后会有所侧重加
强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向%$

老师%

暑期实践应做到自主&持久&纯粹
近年来! 各大高校对大学生社会实践

越来越重视% 各种各样的学生社会实践团
队也越来越多%面对学生们的实践热情!做
了多年学生工作的池州学院中文系团总支
书记胡程!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跟前几年
不同!

(%

后大学生自主观念更强! 这也体
现在社会实践上%以往!通常是学校提出项
目!让学生去做%可能一些学生并不喜欢这
个项目!*被实践+了%而现在!我们要求学
生拥有更多独立自主性%自己找选题!自己
实践! 自己克服困难% 老师只作为安全指
导!对整个实践过程不加干涉%$胡老师说%

胡老师还对大学生们提出了一个建
议%)社会实践要有实践性! 不要打一枪就
换一个地方% 比如支教! 每年换不同的地
方!我认为不如长期结对%不管是对当地的
孩子!还是我们的学生!这都更有好处%$

胡老师坦言! 如今不少学生实践团队
都以)上报$&)上电视$为目的%

)这种观念急需纠正,$胡老师认为!参
与社会实践! 本意是希望学生们通过社会
锻炼!获取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丰富社会

经验!从而提高自己!

+

千万不能让社会实
践活动变味! 而是要保持社会实践的纯粹
面目%

建议%建立校&政&企合作
机制"搭建公共平台

)大学生来这里实践都是从零做起!学
习能力很重要%$ 市内某事业单位办公室主
任高先生说!在每年接触的众多大学生实习
者中!不乏优秀者!但总体情况也只是及格%

)也有不少高校跟我们联系安排大学
生实习!但目前条件不够好%$池州高新区
一家企业人事部经理李欢说! 她所指的条
件是大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还不能满足公
司正常运营的需要%

)公司直接面对的是市场!因此希望大
学生实践能给公司带来效益%$ 李欢坦言!

这不仅需要企业在满足自身发展的同时提
供实践平台! 也需要学校教育在培养实践
能力方面提速%

业内人士指出! 现在大学生关注社会
生活的意识在增强! 很多学生向学校提出
了有建设性的项目设计方案! )但仅有学
校的支持还不够! 很多方案都需要政府和
企业的协助! 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习惯和态度比学习成绩重要

!

记者 刘玉琴

在今年暑假里! 贵池区池口小学出了
两个)新闻$'一是学校出资为六年级学生
吴骁天)出书$!这是该校历史上第一次-二
是五年级学生吴钱文曲代表我市参赛!在
全省小学生讲故事比赛中荣获一等奖%这
两则)新闻$吸引了该校不少家长的目光!

他们想了解这么优秀的孩子有什么好的学
习方法%可是这两个孩子却说!相比于学习
方法和学习成绩!他们认为!自身良好的习
惯和家长平和的心态更重要%

学习习惯!

用做计划来"管理时间$

吴骁天和吴钱文曲确实出色% 在小学
六年里!吴骁天每年都被评为校级)三好学
生$!去年还被评为市)优秀三好学生$!在
学校 )快乐识字 $&)美文诵读 $&)英语竞
赛$&)器乐比赛$等比赛中屡屡获奖!连续
两年在区级小学生读书活动中获一等奖!

还曾获皖江九市群艺诗歌大赛一等奖!并

多次主持学校及社区文艺演出! 他的电子
琴达到八级水平! 书法考过了九级! 他有
',

多篇作文和书法作品在报纸上发表!今
年该校把他三至六年级写的部分作文整理
出来!给他出了一本)作文集$%吴钱文曲也
每年都是)三好学生$!多次在绘画&歌唱&

朗诵比赛中获奖! 并经常跟吴骁天一起担
任学校及社区演出的主持人%

这两个)主持搭档$都把自己的成绩归
功于好的学习习惯% 吴骁天说! 有一段时
间!他不会管理时间!常常因为看课外书而
耽误了写作业! 等要交作业时忙得手忙脚
乱!累不说!作业也难免出错%后来他决心
改掉这个毛病!列出了详细的学习计划!每
天放学后先做作业! 然后再看课外书&玩
耍!这样感觉学习轻松多了%现在即使是暑
假!吴骁天也列出了一份计划!早晨六点起
床!五分钟洗漱后!开始读英语&弹电子琴&

背古诗&做数学题&练书法&读课外书&听音
乐 & 打球 ! 他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精确到
)分$! 所有看了他这份计划表的人都惊讶
地问他!你一天做这么多事难道不累!吴骁
天总是笑笑说! 奥秘就是这份计划安排得
张弛有度& 劳逸结合! 每天按照计划表生
活&学习!不仅不会感到累!还会感到充实!

最重要的是! 暑假有个计划不会让自己过
度放松!开学时)收心$也相对容易%

阅读习惯!

读书是每天的"必修课$

读书! 是这两个小学生的共同爱好!

他们都从阅读中收获颇丰 % 吴骁天说 !

他刚学写作文时 ! 文章写得很烂 ! 写了
前一句就不知道后一句是什么了 ! 有时
候写了擦 & 擦了写 ! 纸都擦破了 % 后来
妈妈给他买了 .鲁滨逊漂流记/! 他一连
看了五遍 ! 渐渐爱上了阅读 ! 随着阅读
量的增加 ! 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 !

感觉写作不再难了 ! 三年级时他的作文
还登报发表了%

吴钱文曲也有同样的经历! 她记得自
己刚学写作时! 文章写得不算短! 但其中
的废话太多% 看到老师总是表扬别的同学
的作文! 她心里不是滋味! 缠着爸爸妈妈
给她买来许多课外书! 有空就阅读% 慢慢
地 ! 她的作文写好了 ! 得到了老师的肯
定! 有的还在网站上发表了%

)阅读提高了他们的作文水平! 也提
升了综合素质%$ 吴骁天的班主任陈少枝
说! 吴骁天课外阅读面很广泛! 从中外名
著到动漫科幻! 他都有所涉猎% 这些阅读
沉淀不仅让他的书面表达能力超出了这个
年龄段的孩子! 也让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异
乎寻常的强! 这为他在各类演讲和主持中
增色不少%

这两名学生从阅读中尝到了甜头! 如
今都把阅读当成了 )必修课$% 在吴骁天
的暑假计划里! 每天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
半以及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都是阅读时
间! 阅读在他一天的各种安排中占的时间

最多% 吴钱文曲在暑假里也过了一把 )阅
读瘾 $% )每天除了做作业 & 温习功课 !

就是看书%$ 吴钱文曲说! 她还有个习惯!

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读一会书才睡觉%

家庭教育!

要少看考分多 "看平时$

在池口小学! 吴骁天和吴钱文曲是不
少学生学习的榜样! 但他们俩并非经常考
)双百分$% 吴钱文曲说! 她考得不好时!

父母从来不会打骂她! 也不会买来大量的
习题强迫她去强化练习 ! 而是告诉她 '

)你平时已经够努力! 下次好好加油吧,$

听到父母鼓励的话 ! 吴钱文曲会有愧疚
感! 学习更加用心和刻苦% 吴骁天的父母
也不对儿子施压! 他们尽力为孩子提供宽
松的学习环境! 至于孩子要考多少分! 他
们没有提出过要求%

吴骁天和吴钱文曲的父母除了都看重
孩子平时的表现外! 还有个共同的教育方
式! 那就是尊重孩子的选择% 今年暑假!

吴骁天根据自己的意愿没有参加任何兴趣
班! 之前暑假他曾参加过武术& 朗诵& 演
讲& 书法& 乒乓球以及国画兴趣班! 这些
都是他自己选择并且愿意去学习的% 吴骁
天说! 平时父母都鼓励他提出自己的意见
和想法! 当他的做法或想法明显不对时!

父母不会强行纠正! 而是跟他辩论! 等到
他哑口无言时也就能心平气和地改正错误
了% 吴骁天笑称! 这是父母给他 )成人的
权利$% 吴钱文曲的家长也很尊重孩子的
意见! 每年暑假兴趣班报名前! 吴钱文曲
都是自己先去听一节课! 感觉喜欢了才报
名! 父母不会因为听说发展某种兴趣 )有
用$ 就替她做主报名%

责编!郭建伟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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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已成为各大高校的品牌

项目&志愿服务'爱心支教'专业

见习'家教打工()形式多样的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把 %读万卷

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帮

助大学生走出%象牙塔#&奉献社

会&锻炼自我*

今年暑假&我市高校派出多

支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奔赴各地&

更有省内外其他高校的社会实

践团队来到池州&接受社会给他

们带来的%温情#洗礼*

告别!化肥依赖症"

任重道远
!

郭文婧

有数据显示! 我国耕

地总量占世界总量的
(!

!

但所耗用的化肥和农药的

总量却分别占世界的
'-!

和
",!

" 单位面积化学农

药的平均用量比世界水平

高
".-

至
-

倍! 每年遭受

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达
/"

亿亩" 这些年! 我国粮食产

量连年增收的喜讯让人高兴! 但越来越严重# 已经开始影

响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 $化肥依赖症%! 也越来越让人

焦虑"

农民种地! 是不是非得用化肥不可呢& 中科院植物研

究所研究员蒋高明 ! 用自己的试验 ! 证明了不用化肥农

药 ! 不用农膜 ! 不用添加剂 ! 不用除草剂 ! 不用转基因

这种现代农业技术 ! 而用牛粪代替化肥 ! 用物理杀虫法

代替杀虫剂 ! 实现了生态修复 ! 实现了高产 ! 比如夏小

麦! 亩产达
&0%.-

公斤! 而周边农民用化肥# 农药# 除草

剂种田 ! 夏小麦的亩产只有三百多公斤 " 但问题是 ! 蒋

高明修复生态用了三年的时间 ! 前两年的收成并不好 !

甚至是羞于启齿"

$依赖症% 是一种慢性毒药! 是饮鸩止渴! 然而要靠

生态修复来摆脱 $化肥依赖症%! 还面临着三个现实的难

题! 一是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有蒋高明的技术# 耐心和决心!

在相当程度上! 目前部分农业科技推广站都是在 $不务正

业%! 与农民的需求没有真正对接' 二是目前无公害农产品

的市场销售价格并没有真正体现出 $精耕细作% 农业的价

值! 在劳动力成本日益高涨的现实下! 生态修复不如 $化

肥依赖% 对增收见效快" 三是生态农业必须坚持农牧结合

的生产方式! 要让农民普遍接受这样的生态方式! 短期内

还有一定的难度" 简单地说! 用三年时间来修复生态! 农

民这三年的种地收入如何弥补呢& 从国家层面看! 生态修

复带来的粮食增收阵痛如何化解也是一个现实难题"

固然! 宣传推广很重要! 对耕地质量保护进行立法也

很重要! 但市场经济下! 要真正将生态农业推广开来! 还

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逻辑" 市场经济的逻辑! 就是要保证

农民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纯收入比目前 $化肥依赖症%

下的农业生产收入高" 要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国家要进一

步加大农业的支持力度! 增加生态农业补贴! 至少要保证

农民在生态修复期的收入水平不下降' 二是要用有机农产

品的价格来引导农民尝到甜头! 提高其积极性' 三是要加

强监管! 增强有机农产品的公信力! 不能让 $劣币驱逐良

币%"

不仅是为了农业本身! 也是为了我们整个生态环境!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 化肥越用越多 # 黑土越种越瘦 #

这种恶性循环不能再继续了 " 但如何中止这种恶性循

环 ! 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农民的自觉上 ! 需要政府给力的

综合措施"

欢迎投稿
6"7$<='()*+,-./0

交通肇事获谅解
刑事和解不起诉

石台讯 0通讯员陈静芳1 客车司机在交通肇事酿成惨
剧后! 主动自首! 积极向被害人家属认错悔过并进行经济
赔偿% 日前! 石台县人民检察院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出
发! 决定对这交通肇事案进行不起诉处理%

"%/%

年
(

月
"'

日
/"

时 ! 张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沿
'"-

省道由贵池向石台方向行驶至丁香镇梓桐岭路段! 由
于超速行驶! 致使该车撞到桥墩后翻入右侧稻田! 造成车
上乘客蒋某当场死亡& 车辆严重毁损的交通事故% 经公安
部门鉴定! 张某应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

案发后! 张某主动投案自首! 积极向被害人家属认错
悔过! 并给予被害人家属经济赔偿! 加之张某属于过失犯
罪! 主观恶性较小% 鉴于这一情况! 石台县人民检察院积
极发挥刑事和解的独特作用 ! 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
愿! 在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前提下! 决定对张某采取不
起诉处理! 既最大限度保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也体现
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

来自华北科技学院的大学生 %播梦者# 团队带领东至县张溪镇汪坡小学的

孩子们开展素质拓展训练和特色教学活动*

东至县张溪镇把烟叶生产作为富民强镇的重要工作来

抓&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深受农民欢迎*

图为烟叶生产期间& 烟叶技术人员在烟叶生产基地土桥村

烟叶生产大户洪云才烟田里进行技术指导* 陈长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