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喜迎迎十十九九大大
岗岗位位做做贡贡献献

———记 “分享收获” 农场创始人石嫣
□本报记者 盛丽

“新农人”的农业致富路

———记西城区地方税务局工会副主席赵红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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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帮职工一手助贫困学生圆梦
□本报记者 张晶

“今晚老师会在群里为大家
解答心理问题， 欢迎大家提问。”
吃过晚饭， 顾不上刷碗， 赵红程
就在微信群里吆喝起来。 对于自
己的新身份———西城区地方税务
局工会副主席， 她已驾轻就熟，
她说， 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为职工排忧解难。 其实， 除了帮
助职工， 这些年来， 赵红程帮助
最多的是一群孩子， 一群因贫困
而面临失学的孩子， 她本人也因
此入选中国好人榜。

自学心理课程
帮职工排忧解难

2016年， 赵红程调入工会工
作， 在与职工交流时， 她发现很
多职工都承受着来自工作、 生活
等诸多方面的压力： 对工作的抱
怨， 对父母的愧疚， 对配偶的不
满， 对子女的期盼……有的职工
甚至因不堪各种压力， 患上了抑
郁症、 焦虑症。

“为了帮职工缓解压力， 这
些年来， 局工会陆续开办15个兴
趣小组， 每年都会组织大家参加
各种比赛。” 赵红程说， 丰富职
工的业余生活， 可以有效地帮助
职工缓解压力， 但在她看来， 这
些还不够， “之前， 我一直对心
理学很感兴趣， 不过因为工作繁
忙， 一直没有系统地学习过， 我
想现在正是机会。” 就这样， 赵
红程报名了心理咨询的课程， 立
志通过学习获得心理咨询师的资
格， 尽己所能， 帮助职工正确对
待生活、 工作的压力。

有一次， 一名职工找到她，
诉说了自己的苦恼： “我感到目
前工作压力太大， 经常烦躁， 容
易发脾气， 注意力也不能集中，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能详细
说说吗？” “我对待工作一向都
认真、 细致， 凡事都必须做到最
好……” 在对话中， 赵红程听出
了关键的两个字———“必须”。 由
此， 赵红程找到了他的压力根本

点， 对他说： “我们都知道你是
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 希望凡事
都 能 做 到 最 好 ， 但 你 无 法 要
求 必 须做到最好 。 你看 ， 因为
你有了这种 ‘必须’ 的要求， 当
工作出现差错时， 你就会变得烦
躁易怒。”

为了减轻他的痛苦， 避免发
展成心理疾病， 赵红程用所学的
知识为他解压， 以真诚热情的态
度倾听他的苦与乐， 以知心姐姐
的身份鼓励他合理安排工作和生
活， 积极参加兴趣小组活动， 适
当加强体育锻炼。 渐渐地， 这名
职工的焦虑情绪消失了， 工作效
率也开始提高了。

因为所学心理知识有限， 最
初， 赵红程将自己定位为 “倾听
者 ”， 听职工诉说他们的苦闷 ，

即便这样， 她仍能感受到发生在
职工身上的良性变化。 “爱能化
解一切。” 赵红程说， 很多事情，
说出来了， 心里就会好受很多。
受此启发， 赵红程建立了一个微
信群， 使职工们在遇到烦心事儿
的时候 ， 能及时找到倾诉的途
径， 合理地释放压力。

“我特别邀请我的心理咨询
老师加入群里， 从专业角度为大
家答疑解惑， 我自己也会把一些
好的文章分享到群里。 现在， 我
们这个群可活跃了。” 赵红程说。

驱车数千公里
为贫困孩子送希望

在和赵红程交谈时， 你会很
快发现她是一个心中充满阳光的

人， 并且愿意用心中的阳光普照
周围的人， 甚至陌生人。 她的同
事告诉记者 ， 2014年至2016年 ，
赵红程不顾身患糖尿病， 不顾严
重的高原反应， 坚持自驾几千公
里 ， 前往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
州、 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 她的
目的只有一个： 圆困难家庭孩子
的上学梦。

赵红程喜欢孩子， 自小的理
想便是当老师， 虽然没能如愿，
但热爱教育、 喜爱孩子的情怀多
年来没有改变。 1993年， 赵红程
迈入婚姻的殿堂， 在诸多纪念结
婚的方式中， 她独特地选择了资
助一名东北的七岁男童上学。

除了给予经济上的帮助， 赵
红程还经常给那个男童写信， 鼓
励他刻苦学习， 教育他做一个诚
实正直的人， 并时不时地买些学
习用具和生活用品寄给他。 男童
家长来信说： “我们感到了您无
私的爱， 感到了这个大家庭给我
带来的温暖。” 捧读这封带着温
度的来信， 赵红程决定， 要把资
助困难家庭子女读书作为一项责
任， 坚持下去。

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 2014
年， 赵红程又多了一个身份———
“郁金花开 ” 助学团队的 “队
长”。 “我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
限的，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
困难家庭的孩子， 帮助他们完成
学业 ， 也正因此 ， 我们建立了
‘郁金花开’。 现在， 这个团队中
已经有60多名爱心人士， 其中也
包括不少我们局的干部。” 在赵
红程的努力下， 这个团队已经圆
了70多名孩子的上学梦， 并建立
了一所 “知识加油站” 图书室。

帮助大山孩子
图的是维护政府形象

助学之路并不平坦， 每次去
看望那些大山中的孩子， 赵红程
至少要用9天的时间， “我们会
去三所学校， 但真正和孩子们在

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因为有一大
半时间都花费在路上了， 山区的
路不比城市，特别是盘山路，需要
司机的精力高度集中， 往往开上
几个小时，人就会精疲力尽。 ”即
便如此，赵红程也没有丝毫抱怨，
因为她知道，在路的尽头，有一双
双期盼的眼睛在等着自己。

“最开始去， 孩子们看到我
们会很拘谨， 同样的， 我们其实
也是拘谨的。 但等我们第二次、
第三次去的时候， 孩子们明显变
得开朗多了， 会用不太熟练的汉
语和我们聊天， 说说他们学习中
的收获和问题， 甚至会带着我们
到他们的家里去做客。” 赵红程
说， 除了为孩子们送去生活费，
西城地税局党委还为孩子们准备
了 “小礼物”， 包括图书、 篮球、
足球、 羽毛球、 棋类、 学习用品
等， 每次看到孩子们接过生活费
和礼物之后， 用不太熟练的汉语
表达感谢时， 她都会鼻子一酸。

今年， 由于身体原因， 赵红
程没能亲自到山区和孩子们见
面， 但她对孩子们的关心并没有
因此而减少。 在给新接受资助孩
子的信中 ， 赵红程写到 ： “孩
子， 阿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
了你！ 知道你是一个天真可爱的
孩子， 知道你想上学， 想长大了
建设家乡。 为了能够让你顺利接
受教育， 圆你的上学梦， 阿姨准
备资助你。 希望你珍惜机会， 努
力学习。”

看到赵红程对这群孩子们的
事如此上心， 身边不少人问她：
“你图的是什么 ？ ” 赵红程说 ：
“我是个共产党员， 当群众有困
难时， 我应该冲在前面， 图的是
维护党的形象 ； 我曾经是个军
人， 是部队的大熔炉锤炼了我，
看到群众有困难， 我必须冲在前
面 ， 图 的 是 不 辜 负 部 队 对 我
的 教 育和培养 ； 我现在是国家
干部， 得知群众有困难， 我尽己
所能地去帮助他们， 图的是维护
政府形象。”

在顺义龙湾屯镇柳庄户村 ，
有位号称是 “新农人” 的姑娘。
和一般的农民一样， 她整日在田
间地头和蔬菜大棚、 鸡舍猪圈打
交道； 要说她是农民， 这姑娘又
有些特殊 ， 她可是位清华博士
后 。 她就是 “分享收获 ” 农场
创始人石嫣。

2008年， 读博期间， 石嫣被
公派美国农场务农半年， 她成为
国内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
生。 正是这段经历， 彻底改变了
她的人生轨迹。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地升”
农场， 石嫣对欧美流行的社区支
持农业模式充满了兴趣。 “学了
这么多年农业， 我都没踏进过农
田， 甚至不知道农作物是怎么种
出来的， 这样下去， 读完博士又
有什么用呢？”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 提倡生
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连接，
是一种 “共担风险、 共享收益 ”
的友好互助模式 。 2009年回国
后， 石嫣将这种模式引入位于海
淀区人民大学的产学研基地， 并
将该基地改名为北京小毛驴市民
农园。 一时间小毛驴市民农园吸
引了不同身份群体的广泛参与，
在北京市乃至全国各地、 世界生
态农业领域引起了强烈关注， 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011年， 石嫣完成中国第一
份关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博士
论文———《替代食物系统的信任
机制研究》， 然后进入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做博士后研究 。 2012
年， 她在通州区又成立了运营社
区支持农业模式的 “分享收获”
农场。 截至目前， “分享收获”

已经服务北京1000多户会员， 并
在福建、 宁夏、 四川、 山东等有
多个合作基地。

2013年 ， 石嫣牵头成立了
“大地之子” 项目。 她希望通过
大地之子学园以食农教育为目
标， 更好地将城市家庭与农业和
土地连接在一起。 截至目前， 参
与 “大地之子” 项目的学生有数
千人， 并且先后与博识幼儿园、
清华大学附小、 顺义国际学校等
建立合作关系。 一方面， 分享收
获的食农教育老师可以到学校课
题授课并协助学校开辟校园菜
地； 另一方面， 学校师生也可以
到大地之子学园现场开展教学，
近距离接触食物来源。

自2008年底回国后， 石嫣每
年进行数百场公开讲座， 在全国
各地宣传社区支持农业模式。 石

嫣还常宣讲说： “每５户消费者
加入， 就可以让一亩土地脱毒；
每10户消费者加入， 就可以让一
个农民 有 机 耕 作 ； 每 100户 消
费者加入， 就可以让５个年轻人
留在乡村工作 ； 每 1000户消费
者 加 入 ， 就可以有一个更可持
续的乡村。”

受她影响， 截至目前， 国内
已经先后成立了近500家运作社
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场。 石嫣至
今发表过20余篇有关农村发展
的论文。 2015年， 她被授予农业
部中青年干部学习交流活动 “新
型职业农民在路上 ” 专题二等
奖。 今年， 她入选共青团中央及
农 业 部 选 出 的 “ 全 国 农 村 青
年致富带头人标兵”， 并在顺义
区注册成立了生态农业社团法人
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