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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前，向永兴把家放在板车上。作
为三峡移民之一，他奋力拉车的照片，登上
当年的报纸，藏进秭归县水利和湖泊局的
档案室。22年后故地重游，同一地点，同样
的陡坡，当年的板车换成了农用三轮车。
问他什么感受，什么也说不出，把头扭向了
远处的山河。

官方数据显示，为了支持三峡工程建
设，1992年到 2009年，秭归县累计完成移
民搬迁98425人，拆迁各类房屋275万平方
米。老照片里的向永兴，舍不得辛苦种下
的脐橙树，在相距 5公里的旧居与新家之
间，来来回回折返 300多趟，细细一算，竟
有 3000公里。树如家人，连着故土的根。
22年来，向永兴与树共生，与草枯荣。秭归
的树如今蔚然成林，硕果枝头，念着他的
好，也看着他，从身强力壮到白发如霜。老
人想着，会有下一个 22年。那之后，他有
个愿望，如果终将告别，他要把这些树托付
给离家不远处，阿里巴巴脐橙数字农业基
地，让它们好好活着。

板车上的3000公里
向永兴生活在屈原的故乡，秭归县屈

原镇。搬到新家的链子岩村，还叫链子岩
村，二十多年后，连片的脐橙树依旧，故土
与故人依旧。当年39岁，今年61岁。他还
记得那次迁移。

1997年，秭归移民搬迁工作进入最后
阶段。在蓄水水位 175米以下，向永兴培
育五年的 1000多棵脐橙树刚刚挂果，不及
时移走，五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总有搬
不动的家当，但脐橙树得带走。从果园到
新地，要走五公里山路，全是爬坡。向家只
有板车，村里的几辆机动车早已被占用。

当时，全村人都在移树。规定的搬迁
时间一天天逼近，等不起。向永兴把脐橙
树一棵棵连根带土挖出，放在板车上。他
嘱咐妻子多挖点土。他在前面拉，妻子在
后头推。最艰难的一段山路，仅一米多宽，
坡度近四十度，紧邻悬崖，万一打滑，力上

不去，可能连车带人摔下去。每次经过这
段路，向永兴会把树卸下来，先把空板车拉
过去，再把树一棵棵肩扛过去，重新装车再
走。向永兴每天最多能拉五趟，每次拉两
棵。“树挪死？不可能。”果树到了新家，必
须立即种下，向永兴给它们正直了身子，培
土浇水，然后长出一口气。

他不记得来回走了多少次，后来一算，
家里 600多棵树，一棵也没丢下——来回
走了三百多次，累计近3000公里路。

同村的柳玉新，那会儿刚刚过门，婆
婆分给她 800棵树，这是小家庭的所有希
望。柳玉新连板车都没有，实在没辙，只
能喊来娘家人，“小树用背篓背，大树四个
人抬，一抬就是几公里，半天时间。”链子
岩村支书杨涛回忆，当时，链子岩村移种
的脐橙树超过一万棵。秭归县水利和湖
泊局数据显示，整个秭归县移了超过 5万
棵脐橙。

六七十岁的老人，背着体积比自己大
十倍的玉米茎秆，在山路上几乎看不见
人。年过六旬的向永兴现在下地摘橙，还
是用肩背，背五十斤橙子，能走十公里。只
是当时移树出力太多，腰身落下毛病，每到
清晨五点，疼得睡不着。

房子烧没了 树是“家的种子”
迁往高处的新链子岩村，依旧紧依长

江，两岸连山，云雾烟雨，轻舟弄水，峡江号
子。出现在艺术作品中，是奇景；但景中
人，并不觉得多美好。往前倒推，还未没入
江底的老村落里，都是土屋小瓦。扛树搬
家时，向永兴的肩头通红。他想起了父亲。

向永兴的父亲是一名纤夫。土地养不
活他的一家人，五个孩子，四男一女。父亲
只能去江边，一群男人，长绳所系，弓着腰，
喊号子，走不出山，望不见天。链子岩周围，
重岩叠嶂，隐天蔽日。光照不足，能种的作
物很少。虽紧靠长江，但因地势高，土地难
以得到降水润泽，连水稻也种不了。家里的
地，只能用来种柑橘。

自向永兴记事起，村里家家户户都种
柑橘，但那时，果子卖不出去，就换不到粮
食，柑橘也不能当米吃，于是常常饿肚子。
收柑橘的轮船，就停靠在江边。村民采下
柑橘，一筐一筐背到江边。一斤三毛钱。
有时，看卖柑橘的村民多了，商贩就压价，
三毛降到两毛，“柑橘摘下来，不卖就只能
倒掉，两毛也卖，一筐柑橘只卖十几块钱。”
商贩压价，愁；商贩没来，更愁。再坚强的
汉子也耐不住，本地卖不动，只能背着背篓
坐船到宜昌，走街串巷吆喝。来回折腾一
天，也就卖个十几块钱。

到了山上安家落户，脐橙树给向永兴
一家带来的收入没多没少，日子一如过
往。尽管柑橘不值钱，但养活了家人。
2010年，一场大火烧掉了向永兴的家，近乎
所有家产。老向仰天沉默。两个儿子把他
夫妇接到宜昌，建议把家里的脐橙田卖掉
得了，“家都没了，还要脐橙树干什么？”

向永兴暂时留在了宜昌城，但卖树绝
对不行，“那是种子，家的种子。”从宜昌到
链子岩村，三个小时车程：先坐大巴到镇
上，再换小面的回村。再远再周折，向永兴
时不时总要上山，去看他的脐橙树。“总不
着面，它们孤单。”

“你对它好，它早晚会还你的好”、“脐
橙树和人一样，你对它好，它早晚会还你的
好。”这是人和树一辈子的情感。

近几年，国家对农村脱贫的支持力度
加大，村里的路修通了；县里也推出各种方
式，解决脐橙的销路问题。2018年8月，阿
里巴巴将秭归脐橙引入阿里旗下电商平台
——盒马、淘宝和天猫。

当时，向永兴正在宜昌城里，邻居打来
电话，说阿里巴巴来收脐橙了，给的价格比
市场价高，他匆匆回了家。向永兴的八亩
脐橙，卖了十万元，每亩地增收近一倍。收
脐橙的人给他的价格更高，但收购标准很
严，对农药残留等，样样都要检测。有村民
说，向永兴走了运，在宜昌没空回来打药，
反而橙子卖得好。向永兴说，不是没空回
来打药，即便在家，也极少打药。他把树当
成孩子，“你家孩子你总给喂药？”“是药三
分毒，打多了，对橙子树没好处，当年我千
辛万苦把它们带着，现在得让它们活着。”
去年年底，向永兴回家过年时，还专门去了
一趟水田坝乡，去看“别人是怎么对橙子树
好的”。

在当地，阿里巴巴建了一个“数字农
场”：浇水施肥全自动，果园要在海拔 300
米以下，必须是向阳坡；每颗果子附近有50
到 55片叶子，一颗脐橙要经过 130多道标
准检验……向永兴羡慕：自己橙子若有这

待遇，他在宜昌，用手机遥控管理，随时能
看见它们，多好。

卖橙子赚了钱，向永兴买了一部智能
手机。有关橙子的新闻，他都看，看了就给
家人转发。2018年，秭归县脐橙网销交易
量近10万吨，鲜果和加工制品网销逾10亿
元。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处负责人
称，秭归脐橙稳居该省单品水果电商交易
额第一，已成为该省农村电商“第一果”。
2019 年 4 月，阿里巴巴宣布首批“基地集
采”商品，数以百万计的秭归脐橙，将被送
达城市餐桌。看到类似新闻，向永兴就跟
在宜昌工作的儿子们炫耀，“你们看，我们
的橙子成了香饽饽。”

双11到了 你的橙子熟了
22年，树叶还绿着，向永兴老了。橙子

熟了，卖上价了，他开心。唯一犯愁的是，
两个儿子年过三十，都未婚。大儿子谈了
个女朋友，五年了还不领证。向永兴心里
干着急，但在儿子们面前始终没提过，“作
为父亲，我没帮到他们，没有面子去催他
们。”直到拿到卖橙子的钱，他才开了个“家
庭会议”，对俩儿子宣布，“你们要努力工
作，赶快成个家，想买房子车子，我支持你
们。”老向突然觉得，那是他在儿子们面前，
最有底气的一次。他还拆了被烧毁的房
子，原地重建，虽有点简陋，但总算有个归
宿。只是每次回乡，二哥总留他在自家住，
一起陪老母亲吃吃饭，聊聊天。

向永兴的母亲今年 91岁了，一直由二
哥抚养。老人总牵挂向永兴，“我的幺儿，
命苦，我最担心他。”但向永兴一度很少回
去，主要是没钱，不好意思空着手去。不过
自去年起，向永兴去看母亲的次数多了，还
组织兄弟们在大酒店给母亲过90大寿，请
了演出队助兴，请所有亲戚吃酒。

相守相随，人与人，人与树，似乎都产
生了某种微妙的联系。在秭归，屈原镇、郭
家坝、水田坝等主产地，当年农民一车车、
一筐筐移栽抢救的脐橙，经过二十多年繁
衍，面积已超过 40万亩，荫泽老农民及他
们的后代。如今，专职种脐橙的“新型农
民”，过得不比城里人差。

水田坝乡王家桥村，王明金种的不到
十亩脐橙，已被纳入阿里巴巴“数字农场”
和“基地直采”项目。去年，他用十二万元
收入，添置了净水器、空调、电视，还支持子
女在城里买房。“泥腿子上岸”，向永兴还没
做这样的打算。

一周前，儿子说，双 11到了，你的橙子
熟了。向永兴又兴冲冲上了车，从宜昌回
到了老家。

（中青网）

近日，三大运营商发布携号转网服
务细则，其中，1349、174、170等一批号
码不能携号转网。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广州办理携号
转网业务的用户并不多，且在广州地区，
联通、电信、移动均仅有一个位于越秀区
的营业厅支持携号转网转出业务的办
理，而转入业务可在任意营业厅办理。
此外，不少用户表示，在办理携号转网的
过程中，遇到“因绑定业务无法办理”

“‘靓号’需付违约金”“享5G优惠套餐无
法办理”等重重关卡。

有业内人士分析，随着时间推移，相
关部门后期将进行监督调整，三大运营
商也将在资费、网络、服务方面下更多的
工夫，用户可理性对待携号转网业务的
办理。

难点一：需解除多个绑定业务

有很多用户表示，在办理过程中，发
送短信进行查询时，却被告知因多个原
因无法办理携号转网。记者使用中国联
通的手机号发送短信以确认携号转网资

格，几秒钟后，收到回复信息显示，“号码
因9个原因暂无法办理携号转网。”记者
查询原因详情发现，其中涉及手机号已
绑定的套餐业务、IVPN业务等。位于东
圃 BRT附近的联通营业厅客服人员表
示，可以携本人身份证原件到营业厅解
除相关业务，从而获取授权码，再进行携
号转网。

“目前携号转网处于试运行阶段，在
广州地区，联通、电信、移动均仅有一个
位于越秀区的营业厅支持携号转网转出
业务的办理，但转入业务可在任意营业
厅办理。”该客服人员透露，中国联通预
计 2019年 12月 1日零时起正式实行携
号转网业务，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预计在
2019年11月底正式实行携号转网业务，
届时广州将有更多营业厅可办理携号转
网相关业务。

此外，不少用户的手机号均绑定了
淘宝、微信等APP以及银行卡等，携号
转网后是否会影响接受相关通知等信息
呢？对此，营业网点的客服人员表示，目
前携号转网仍处于试商用阶段，系统尚
不稳定，用户现在进行携号转网，可能会

导致接收不到微信、淘宝、银行等第三方
的验证码或短信，建议12月后再进行携
号转网的相关业务办理。

难点二：“靓号”转网需付违约金

一些持有“靓号”的用户遭遇了携号
转网难的局面。有用户表示，在进行携
号转网时，被要求向转出的运营商缴纳
违约金，并向转入的运营商预存一定数
额的话费后，才能继续持有该号码。据
了解，三大运营商对“靓号”有明确的使
用要求，若用户选择使用“靓号”，则需要
签署捆绑长期“最低消费套餐”，并提前
预缴话费等。

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若有协议的
话，支付违约金属于正常现象，问题在于
合 约 时 长 是 否 合 适 ，像 合 约 期 限 至

“2050 年”，这种期限过长是否合理有待
考究。

难点三：5G套餐合约期内不能转网

恰逢5G套餐火热来袭，不少用户预

约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或者中国联通
的5G套餐，预约后，可享半年内的5G套
餐折扣优惠，优惠力度依据网龄一般分
为七折和八折两种。记者了解到，运营
商5G预约套餐规则中规定了“套餐折扣
合约期不能离网”，因此，当用户使用5G
套餐后，在合约期内不能办理携号转网
业务。

对于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
题，付亮分析，随着时间推移，相关部门
后期将进行监督调整，未来各运营商会
更加珍惜老用户。携号转网的到来，对
于运营商而言是一次挑战，对于用户是
利好，但是办理前也要理性对待。

这些号码暂不能携号转网:11日，工
信部印发《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的通
知显示，现阶段该服务不包含物联网用
户号码、卫星移动用户号码和移动通信
转售用户号码。14日，三大运营商公布
了携号转网服务细则，以下号码现阶段
不支持携号转网：

1 卫 星 移 动 业 务 号 码 ：网 号 为
1349、174等号码；

2 移动通信转售号码：网号为 170、

171、162、165、167等号码；
3 物联网号码：物联网专用网号（如

146、148、149、140-144、1064号段等）号
码以及其他用于物联网应用的普通公众
移动通信网号码；

4 其他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情
况。
携号转网需满足下列条件:值得注意的
是，并非不是上述号码就能携号转网，还
需满足下列条件：

1 实名入网，现阶段单位证件入网
的政企客户应当将号码过户至自然人名
下，再申请携号转网携出服务；

2 处于正常使用状态（非挂失、停机
等）；

3 与携出方结清已出账电信费用，
如有未出账的电信费用（例如国际漫游
费用等），与携出方已约定缴费时间和方
式；

4 与携出方无在网约定期限限制的
协议，或已解除在网期限限制；

5 距离最近一次携号转网已满 120
日（自然日）。

（广州日报）

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一直都是人的
拼搏与奋进。由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主
导、瑶光文化承制的大型专题报道《新
经济 新人物》，以“短片介绍+嘉宾专
访+记者团采访”的形式，关注一批特
殊的奋斗者——新经济下的企业家
们。目前，节目已上线六期，收获热烈
反响。

实业家十年如一
从合格工人到炉火纯青的车间匠

人要经历三十年的积累沉淀，《新经
济 新人物》第四期，苏酒集团（洋河股
份）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耀在专访中提
到的。中国酒的醇香意味着劳动的凝
结、时间的厚度与文化的传承，这正是

实业在新经济中厚积薄发的来源。
新经济对传统实业并非阻碍，只是

时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
承”，王耀深知洋河需要通过创新发展
新零售项目，缩短产品与消费者之间
的距离，更需要坚守做酒的品质，做人
的人品。

同样，为了不让老师傅们辛苦多
年，还要在菜市场捡白菜帮的“争一口

气”而创建了京东方的王东升也一样
深谙顺势之道。

理想者脚踏实地
“我相信接下来知乎还会有第十亿

个回答。”
对知乎创始人周源来说，初心是

“数字鸿沟”的缩小。技术让更多人跨
越不同知识领域，将自己的经验慷慨
赠与，从他人的分享汲取力量。

而对快手创始人宿华而言，平台实
现的是大千世界的自我展示，因为能
看到每个人平凡多彩的生活，所以相
互理解、欣赏和联通。

技术传递善意，也凝聚社会，让每
个人知道自己不再孤独。

守业人的蓄势之源
“有些鼓励表扬的话，咱们得警惕

着听，千万别骄傲。但是面对封锁我

们也不用太怕，当初他们认为中国人
做不出 386电脑，结果呢？中国人被憋
出来了，做出来了。”联想集团的董事
长柳传志这样告诉记者，而“能为这个
时代做点事情感到幸运”的信念，守业
人的蓄势突破，让他能站上船头，领航
一个全新时代。

《新经济 新人物》尝试让人们看到
“英雄”的不凡与平凡，因为这些企业
家们的立体和温度更能证明经济不是
冰冷的数字，而是充满人情与美好的
图景。他们作为经济的领航员，和千
千万万的中国人一起，开启崭新时代，
为未来筑基铺路。

（文 峰）

北京世园会举办地北
京市延庆区近日被授予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记
者从延庆区获悉，当地通
过 3 年持续努力，累计投
入专项资金 50.1亿元，共
完成新增造林 3200公顷，
形成了林城相依、林水相
融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

北京市延庆区园林绿
化局局长徐志中表示，在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过程
中，延庆紧抓北京世园会、
北京冬奥会筹办举办机
遇，将延庆作为展示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
窗口，进一步提升群众的

“绿色获得感”。
据悉，3年来，延庆通

过实施人居绿色空间建设
与提升、森林廊道体系建
设等系列工程建设，共完
成新增造林 3200公顷、改
造提升林地 3800公顷、营
林 3.65万公顷，使全区生
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规定的
40项指标全部达标。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延庆的森林面积增
长至11.82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达 59.28%，城市绿化
覆盖率达 67.99%，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 46.13平方
米。

林木面积增长的同
时，延庆还加大投入，完善
机制，近几年针对果树经
济林、现代园艺、养蜂、农
机等出台了多项补贴奖励
政策，推动生态富民。

徐志中介绍，以北京世园会筹办
为契机，全区园艺产业发展提速，花卉
种植面积约1000公顷，花卉产业年产
值达 2.5亿元；结合世园会需求，大力
建设规模化苗圃，全区苗圃面积现达
3218公顷，林木种苗产业年产值约 1
亿元。 （新华网）

携号转网 要闯几关？

新经济孕育新人物

《新经济 新人物》专题展现时代人物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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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3000公里与公里与55万棵树万棵树：：老照片里的老照片里的““板车移民史板车移民史””
展现极限运动挑战的纪录片《极刻出发》，11月 13日开播。这

档由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和OXSTUDIO公牛极限运动联合出品、奥
迪首席冠名的极限运动系列纪录片，在第一期节目中带领观众领略
了广西德天瀑布的美景以及皮划艇挑战的惊险，仅一期节目就收获
了超700w次的点播。

火焰山地形崎岖土质松软 山地降速挑战难度倍增
《极刻出发》第二期节目来到了位于新疆的火焰山。作为中国

最热的地方，火焰山一年中温度超过35°C的日子超过百天，夏季最
高温度更可达到47.8°C，地表温度最高可达到89°C。火焰山坐落于
新疆吐鲁番盆地的北部，蔓延100多公里，宽10公里，海拔超过500
米，山体坡道在经过常年的风沙雨水的侵蚀下，形成了一道道沟渠
及龟裂，土质更是极其的稀疏松软，人走在坡道上都会造成表面土
层的崩塌，更不要说在这里进行山地车降速挑战会有多么危险了。

此次前来挑战火焰山的是25岁的职业山地自行车运动员马克
斯·弗雷德里克松，在十二年的职业生涯中，马克斯获得过FMB分
站冠军、FMB巡回赛亚军，这次的火焰山降速挑战不仅使他第一次
来到中国，也是他第一次在野外降速骑行。火焰山特殊的地质环境
让马克斯感到十分紧张，因为在山地降速的过程中需要足够坚硬的
平台进行缓冲，而火焰山松软的地质不仅会令车子下陷损坏轮胎，
更会因刹不住车让运动员失控摔倒，在未能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
贸然行动很可能发生危险，陪同前来的当地车手凯撒就因为掉以轻
心摔坏了山地车车轮。

最终在马克斯的细致观察下，通过铁锹铲土扫清障碍，再用矿
泉水洒水，夯实松软的土地，终于准备好了一条适合降速挑战的“赛
道”。

艰难险阻挡不住挑战激情 马克斯成功飞越奥迪Q8
令人意外的是，在准备进行第一次试骑之前，马克斯在拼装山

地车的过程中，发现行李中丢失了一根连接后轮的轴杆，山地车没
法组装完整，降速挑战也将无疾而终。团队众人使出浑身解数——
向当地朋友借用却因尺寸不对无法使用，咨询各品牌商也没有合适
型号，从其他城市调货也需要数日。最终，车手凯撒通过车友群找
到了一个当地专门手工制作零配件的老师傅，现场打造了一个尺寸
刚好的轴杆，众人提着的心终于落下。

在解决了轴杆危机，又铺设好赛道之后，马克斯终于可以正式
开始降速挑战。在从山顶的崎岖道路飞速下降之后，马克斯的一次
起跳，成功飞跃奥迪Q8车顶，形成一条完美的抛物线并安全落地，
最后借一个小山坡的弧度跳起，完成空中360°空翻，精彩结束此次
火焰山降速挑战。

风尘仆仆挡不住奥迪Q8 越野战将尽展风采
挑战过程中，奥迪Q8的临时参战，不仅是为挑战增加一些难

度，也帮助了马克斯顺利完成挑战——马克斯迎向阳光的挑战，会
让他在飞跃的一瞬间直视阳光，影响到落地时的视野，极易发生危
险，而奥迪Q8的出现可以分散注意力，避免马克斯与阳光的直视。

奥迪Q8也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在马克斯起跳的瞬间驶到跳台
下方，风尘仆仆的模样展现出了Q8强劲的越野性能。作为奥迪家
族最新顶级杰作，奥迪Q8与兰博基尼Urus、宾利添越同宗同源，同
为MLB evo平台最新技术打造,整体设计上不仅开创了奥迪新一代
设计语言,实现了轿跑优雅型格和 SUV实用空间的平衡。在《极刻
出发》中，奥迪Q8以卓越不凡的运动野性与极限运动相结合，无论
是曲折的山路还是火焰山的蓬松土地，一切复杂路况，奥迪Q8都展
现出了它游刃有余的“越野战将”风范。

《极刻出发》挑战火焰山山地降速
奥迪Q8风尘仆仆无所畏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