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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艳

转眼间，调查队的前辈老夏，就到

了退休告别的时候。37 年的统计调

查生涯，吹过春天的风，经过夏天的

雨，望过秋天的云，踏过冬天的雪，他

把统计写在“四季”里，流金的岁月从

心底划过，如诗如画，记忆隽永。

认识老夏，是到统计局工作的时

候，当时什么也不懂，急需别人的指点

和帮助。对于我这样的后辈，老夏有

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包容我的过失，指

导我的工作，工作中帮助，学习中帮

带，为我修枝、剪叶、除虫、施肥，如春

风化雨，让我倍感温暖。在日常的工

作中，他也有老同志的淡定与从容，再

艰巨的任务，也从来都不骄不躁，如春

雨润物，抽丝剥茧，将任务完成得明明

白白，成为同事们追赶的目标和学习

的榜样。在他统计调查的“春季”里，

温暖和煦，充满着成长的快乐。

统计调查任务紧张而繁重，对待

工作他始终勤奋敬业，保持着工作的

热情和冲劲，喜欢亲力亲为，老当益

壮、不输少年。农业农村调查需要走

村入户，他和我们一样，总是头顶烈

日，一点也不顾忌泥巴沾满裤腿、汗水

浸湿衣背的酸爽。城镇经济普查，他

耳听车水马龙的喧嚣，眼观柴米油盐

的琐碎，赶时间、争进度，总是迎着朝

阳而去，披星戴月而回。夏天的统计

调查人，总是骄阳似火也有用不完的

精力，“为国统计、为民调查”的使命

担当，让他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艰巨的

任务。在他统计调查的“夏季”里，热

情澎湃，充满着奋斗的激情。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他和

同事们用准确数据为党委政府科学决

策提供支撑，用辛勤和汗水播种希望，

用拼搏和奋斗赢得未来。他和同事们

亲眼见证了孝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经济蓬勃发展，城乡日趋繁荣，各项指

标稳定向好。因为工作出色，他多次

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在 2020 年疫

情期间表现突出，获国家统计局调查

队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及时奖励个

人嘉奖。在他统计调查的“秋季”里，

硕果累累，充满着丰收的喜悦。

数据质量是统计调查工作的生

命线，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是检验统

计调查人对党忠诚的试金石。多少

个寒冬腊月里，他和同事们围炉夜

话，对收集整理上来的各项数据分析

判断，在孜孜以求和斤斤计较中探寻

统计调查的真实。他调查执纪铁面

无私，对统计数据的虚、瞒、迟、漏等

典型问题从不懈怠宽容，以疾风吹雪

的态度，矢志不渝守护数据质量生命

线、维护政府统计公信力。在他统计

调查的“冬季”里，黑白分明，充满着

正义的庄严。

四季轮回，每一季都有不同的风

景，在他的“四季”里，惟有初心不变，

挚爱永恒。虽然在第二个百年征程

上，少了一位前辈的工作陪伴，但新一

代的统计调查人，已接过前辈的接力

棒，正埋头苦干、团结奋斗，谱写新时

代统计调查人新的精彩华章！

写在“四季”里

■ 韦金翠

你躬身的样子

与稻穗同形

放样，挥镰，扛起

汗水惊醒秋露

迷濛了脸庞

浸透了衣裳

——谦恭，是你奋斗的模样

你躬身的样子

在数海中探寻

采集，审核，评估

浪潮冲刷着沙砾

每一份样本都凝聚了海的灵魂

奔赴神圣的使命

——求真，是你勇毅的担当

你躬身的样子

揽大爱无疆

看远山含黛，绿水绕郭

稻浪翻涌，光影叠金

收割机在田野中穿梭欢唱

万里河山红旗展

胸怀天下谱华章

——禾下乘凉，是人类共同的梦想

你躬身的样子

■ 熊建明

每每秋粮实割实测的时候，看着

连片黄澄澄、沉甸甸的稻穗，常常让我

百感交集。习总书记说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吃

饭问题乃“国之大数”，作为统计调查

人一定得把粮食数据测清楚。

还记得小时候我家是缺米的，特别

青黄不接的时候，总是用煮黄南瓜当主

食，父母给我们兄弟弄几颗珍贵的糖

精，甜中带苦，如今每每看到黄南瓜，必

定胃泛清水，可见烙印不浅。粮食金

贵，自然珍惜了，每年收获的季节，一放

学就直奔田头捡“稻头”“麦头”，其实收

割粮食的人也很仔细，半天能捡二三斤

已属“丰收”了。我主要捡那些被踩到

泥土里的，挖出来洗干净，还是一枚令

人怦然心动的稻穗。由于捡得人多必

须眼尖，但若同时看到只能比谁手快

了，如果手同样快，就得靠点力气，由于

打小长得结实，很少吃亏，因此总是有

人告状到父母跟前，到了晚上往往免不

了一顿打，还不得不上门把捡来的稻穗

都送给那个“仇家”。

不过最怕的是，正捡得开心，一群鸭

子突然从你身后窜出来，眼睁睁地看着

它们一路扫荡，胆大的还把我手上的几

条都抽走，我们还不能赶走它。这些鸭

子是隔壁阿二家的，他家父亲去世得早，

家里没有主要劳力，靠鸭蛋换米的。虽

心有不甘，但不能与阿二家鸭子争，这是

父亲给我划的“红线”，也只能换地方捡

了，现在想想还有丝丝悲凉涌入心底。

捡麦头是有奖励的，每年过年前，母

亲会把我们兄弟捡来的麦头脱粒、晒干、

炒熟、磨粉，加点白糖，冲点水，搅拌一

下，麦香扑面而来。不加水干吃也可，但

噎着是常事，不小心还会喷个大花脸，炒

麦粉绝对是儿时美味，没有其二了。

除了捡稻头、麦头，还偶尔捡“番

薯（sha）”,这个“sha”应该是主人家已

收割过，总有遗落的意思。当时平原

地区种番薯的很少，想吃只能用谷子

换，如果能捡到几个，弥足珍贵了。这

个完全是体力活儿，上面是一层已经

翻过的土层，只能把这层土重新翻一

遍，挖得比原来主人的更深点，几分地

会有几个，也往往是属于残次品。如

果偶尔挖到个大的，先是猛地扑上去，

双手紧紧捂住，一阵尖叫，马上闭声，

眼观四方，用力且小心挖空“宝物”边

上的泥土。这是决不能挖破的，如同

寻山人挖到千年老参……

回想往事，饿过肚皮、捡过稻头、

挖过番薯、也因为几枚麦穗打过架，倍

感一口饭来之不易。如今我要小心翼

翼地找样方、定位置、取样本、查遗漏，

做到面积内一粒不少，面积外一穗不

收，誓把数据搞明白！

秋粮实测有感

■ 郭延环

“完了，完了，我忘了今天是采价日，一觉睡到了十一

点半。打车赶去市场，时间指向十一点四十分，心中暗

喜，还来得及。但录数据时手机死机，数据一个也录不

上。急得我满头大汗，快要哭了。”猛地惊醒过来，才发现

是半夜，虚惊一场。同样的梦境会不定时重复出现。不

错，我就是一名采价员。

十年前，因企业效益不好，我离开了工作十年的工厂，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邂逅国家调查队，做了一名采价员。

“小郭你来了吗？”“嗯，嫂子，摊位摆好了吗？你前几天

没出摊是家里有什么事情吗？”“叔，小孙子今天没去幼儿园

啊！”一路走来净是熟人，这一来一往的真情，都是这十年间

换来的。我也在这亲切的互动中开始了一天的采价工作。

回想当初刚接手农贸市场规格品的采集任务时，可

不是现在这样如鱼得水般顺畅。有的店主不论忙与不忙

都不怎么搭理我，把我晾一边，问价格的时候直接甩给我

一句：“价格不变！”让我有点尴尬，也有点挫败。只要有

人给我甩上一句：“你们调查这个有什么用？”我赶紧不失

时机地和他们搭上话，态度诚恳地解释我们 CPI调查的

意义，希望能取得他们的支持。俗话说“莫骂赔礼人，不

打笑面人”，即使店主再不耐烦，看到我微笑的脸，听到我

的轻声细语，感受到我真诚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也逐渐好

了起来。之后的相处越来越融洽，商户认真详细地告诉

我当天的蔬果从什么地方进货，变动原因及出售价格

等。慢慢地我们处成了朋友式的工作关系。

业务跟上之后自身的文化水平也不能落下，拿起书本

弥补我在工厂工作十年丢失的文化。优秀的同事们都是我

学习的榜样，也是我的老师，不管在业务上还是我学习期间

遇到不懂的问题都向他们虚心请教。随之我的业务水平也

上了一个台阶，除了日常采价外，还承担了消价专业数据审

核和月报工作，及时完成领导布置的调查分析撰写工作。

在我心里，消价工作关系民生，辛苦和执着都是值得的。

后来，我还爱上了写作，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上发表散

文及短篇小说 50余篇。我始终热爱采价工作，是这份工

作给予我自信，让我懂得珍惜当下，好好学习。

相伴十年

斯
永

书

秋景如画

叶世芳 摄

闲庭信步
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