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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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扭转”一块土地 乐享两份收入

鲜花扮新节 文化过大年

过年前买买买 ， 过年时吃吃吃 ，
似乎是很多北方小城镇新年的正确打
开方式， 但是这个春节， 记者回到位
于河北省安新县的老家却发现， 大家
惯有的过年方式， 已经悄悄发生了一
些变化。

回老家的第一站， 是奶奶家。 奶
奶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也就是俗称的
老年痴呆 ， 而且最近几年愈发严重 ，
认不清人， 但这丝毫不妨碍在奶奶家
欢聚的浓浓年味。 年前， 自家采购的
年货和晚辈们送来的礼品， 早已把阳
台、 床下、 屋角塞满了。 但其中， 最
显眼的却是摆在条几上的一盆君子兰。

君子兰花已经稍稍有些开过了 ，
但是叶子排列整齐， 颜色墨绿， 看得
出来是一盆好花 。 很多人都知道 ，
君子兰不好养， 疲于照顾奶奶的亲人
们怎么突然有了这闲情雅致 ？ 细问
之下才知道， 原来， 这是县委县政府
一周前看望奶奶时带来的慰问品。 奶
奶是离休干部 。 往年 ， 县里的慰问
品一般都是送米、 面、 油， 或者电饭
锅 、 豆浆机之类的实惠物品 。 今年 ，
竟然一改往日思路， 送了一盆雅致的
鲜花。

回老家的第二站， 是安新县著名
的永安路早市。 平日里， 那是旅游特

产、 五金百货、 潮流服饰、 婴幼用品、
蔬菜水果和各式河鲜的天下 。 过年 ，
就更不用说了。 无论是祭拜先人的供
品， 还是包饺子的肉馅， 亦或是招待
客人的水果， 转上一个早市， 保准都
“佩奇” 了。

永安路早市， 是依路开市。 永安
路原本上下各三个车道 。 早市开后 ，
起码上午这半天， 由南向北的路会全
部被早市摊位占领， 机动车无法通行。
而由北向南的路上除了零星的摊位 ，
更多的就是胡乱停放的货车和购物车
辆 。 也许 ， 正开车经过这里的男人 ，
接到媳妇一个电话， 就会把车停在路
中间， 跨过绿化隔离带去买葱了， 所
以平日里， 这半边路也很难通行。

可能因为年前来采购年货的人太
多， 今年的早市路口多了很多身穿荧
光背心， 疏导交通的警察。 有了他们，
确实感觉 ， 交通秩序好多了 。 只是 ，
记者发现， 占据早市北口第一个摊位
的， 竟然不是卖生鲜水果和旅游特产
的， 而是卖花的， 卖的也不光是大花
蕙兰、 杜鹃、 仙客来等传统的盆栽年
宵花， 还有各种各样的鲜切花。 细看
之下， 康乃馨、 雏菊、 鹤望兰、 百合
……应有尽有。

虽然安新县城早就有了卖鲜切花

的花店， 可那些花大都服务于红白事，
平时， 很少有人买来自用。 但是在这
个摊位前， 来买花的人群中， 既有二
十岁左右的年轻姑娘， 也有四五十岁
的阿姨， 他们都在娴熟的挑花， 然后
微信付款， 间或还有几位花名还叫不
对的男士， 但他们手捧一大把花的样
子也显得特别可爱。 过年了， 大家希
望把家里装点漂亮的心情是一样的 ，
只是方式， 不再限于过去贴福字、 挂
灯笼的老传统。 “这个卖花的摊， 开
了好久了， 我经常来这买花。 有时候，
我女儿也会在网上订， 就那种一周送
一束的， 人家给搭配好的花。” 一位阿
姨介绍说。

记者发现， 过年， 突破传统的，
还有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 已经不局
限于在自己家或者亲戚家吃饭、 喝酒、
打牌了， 有全家外出旅游的， 也有约
上三五好友泡温泉的， 还有选择到影
院观看贺岁影片的。

在北京工作， 回安新老家过年的
庞先生介绍说， 在手机上看新闻， 发
现今年贺岁档的影片都很有看点， 于
是， 大年初二， 他就带老婆来到了电
影院 。 “这是我们县唯一的电影院 ，
在商厦的四楼。 我们下午1点去的， 买
到了晚上8点半的票。 据说， 平时看电
影， 相当于包场， 但是春节大家都没
事， 想看电影的人太多了。”

坐标： 河北省雄安新区安新县

沿大广高速一路向南 ， 过开封 ，
转兰南高速， 驶至机西高速， 再往南，
才看到爱人刘亚平久违的家乡———河
南省周口市扶沟县。 从北京开车返乡，
用了8个多小时。 而这条路， 我们约每
年走一次 ， 每次都有不一样的风光 。
家乡的变化， 不仅让当地居民感受到
了幸福生活， 也让游子归家的心情充
满了欣喜与感动。 今年， 家乡零散土
地有效扭转， 农民在同一片土地上工
作， 拿着两份收入的惊喜， 让记者看
到了整合资源和产业化创新带给农业
的新变化。

在机西高速往南行驶过程中， 路
边成片的太阳能光板十分引人注目 。
起初， 记者认为这大片的土地不种粮，
似乎有些浪费， 但走近了， 真正了解
了当地的实际情况， 才发现这些扭转
土地所带来的惊喜。

“这里大概共计500亩土地被扭转
用于太阳能发电了。” 当地农民罗雨指
着身后的太阳能光板告诉记者， 这些
土地都是农民手中的零散土地， 也并
非高产良田， 由企业扭转后用于太阳
能发电， 农民不仅可以拿到土地租金，
还可以到土地上工作挣一份工资。

同一片土地， 农民能得两份收入
吗？ 记者带着疑问询问当地老乡， 原

来， 这个村子里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外
出打工了 ， 很多老人无力耕种田地 ，
反而使其荒废。 有的土地因曾经的过
度耕种， 导致粮食减产， 农民收入不
佳。 诸多因素下， 很多农民渴望扭转
手中的零散土地。 而此时， 河南某企
业结合当地地势， 设计太阳能发电产
业园， 从农民手中以每亩每年1200元
的租金扭转了这些零散土地， 建设太
阳能光板， 并将园区发的电卖给国家
电网， 而该项目也是国家正在鼓励的
清洁能源开发和应用项目 。 据了解 ，
仅这片约500亩的土地上， 平均日产电
能约10万度左右。

“拿着土地扭转租金， 我们还可
以在园区内找工作。” 罗雨告诉记者，
在这些太阳能光板下， 还建设了很多
温室， 里面种植了蘑菇等喜阴的菌类
作物。 农业生产当然少不了农民， 扭
转了土地的农民可以在产业园内从事
种植菌类作物的工作， 挣工资， 每月
约一千多元钱。

可见， “同一片土地， 农民能得
两份收入” 的说法不仅并非虚言， 还
算得上整合资源， 创新产业发展， 促
进农民增收的典范。 而农民增收是他
们幸福生活的起点。 记者看到， 在扶
沟县的这个小村子里， 2018年有数十

户农民翻修了房子， 低矮的老房子变
身小洋楼； 乡亲们脸上的笑容与节日
里喜庆祥和气氛遥相呼应， 正如家家
户户门前点起的大红灯笼一般， 老百
姓的幸福生活也过得红红火火。

事实上，在进入河南境内后，记者
就发现，这片土地上的能源采集方式已
经出现了更多多元化。巨大的风车出现
在平原天地之间，这是最近两年才挺立
起来的庞然大物，人们对于清洁能源的
需求，是环保意识增强的体现。 不管是
太阳能发电，还是风能发电，清洁能源
的广泛采集与应用，也展现了时代发展
的进步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坐标： 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