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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患罕见病 20 多年，
仍然三天两头下乡
“我是农民的女儿，
得为农民服务，这是我一
生的目标。”在罗源县松
山镇，经常能看到孟钦忙
碌的身影：兜里揣着一包
糖，开着一辆电动车，一
头钻进田间地头。
孟钦 1991 年从漳州
农校毕业后，便在罗源县
松山镇农技站工作。从
普通的工作人员，到镇农
技站站长，再到省级优秀
科技特派员，她不断“反
哺农村”：指导农民增产
增收，大力引进现代农业
技术……
谁能想到，29 年来，
三天两头下乡的孟钦，却
身 患 罕 见 病 20 多 年 ，体
重 从 130 斤 降 至 80 斤 。
但病痛没能阻止她在农
村“大展身手”
。

孟钦：
扎根农村的“田秀才”
导。头 14 年，
她出行靠的是一辆自
行车，后来换成了摩托车，摩托车
报废后，又换成了电动车，它们陪
着她踏遍了松山镇的每个角落。
多年下来，孟钦成了有名的“田秀
才”，当地农民都很信任她，遇到什
么困难都会来找她。
今年 1 月，孟钦荣获省级优秀
科技特派员称号。

就感觉自己“活”了，身体不那么难
受了。
“和农民在一起，你就不像个
病人。
”
她的同事经常打趣道。
“可能是看到老乡幸福的笑
脸，
忘了病痛吧。
”
孟钦说。
为了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孟钦
每年都会去全国各地“取经”，引
进、推广了东魁杨梅、福安巨峰葡
萄、天峰一号番薯、蜜雪梨等一批
无惧病痛的“铁娘子” 高产作物、水果良种。
然而，谁能想到，整日往返于
“一开始，我种的杨梅品种不
田间地头的孟钦患有怪病，有时站 佳，没有收益。后来，孟站长带我
都站不稳。
从浙江引进了东魁杨梅，获得了成
“1998 年起，我就得了一种怪 功。”松山镇小获村的吴高华告诉
病：
常常一吃东西就肚子胀痛，
严重 记者，如今，他的果园扩大到了 100
时肚子肿得像个球，
站也没法站，
躺 多亩，还在福建省杨梅果实鉴评活
孟钦在罗源县农丰蔬菜专业合作社抽样检查西红柿。
也没法躺，只能吃些流食，体重从 动中获得三等奖。
这几年，孟钦还带着镇里的农
地湿度、填写申请表格……这些工
然而，孟钦学的是农产品加工 130 斤降到了 80 斤，身体也变得非
作虽然辛苦，
但孟钦干劲十足。
专业，刚工作时对其他农业知识了 常虚弱。”孟钦说，当时医生建议她 业大户赴各地考察，积极引进现代
1970 年，孟钦出生在罗源县凤 解不多。
“当时，经常有农民向我请 不要骑摩托车下乡了，但她割舍不 农业技术。目前，全镇仅大棚蔬
便携带一包糖出门，
感觉无 菜、高山反季节蔬菜等蔬菜作物的
山镇余家塘村，父亲是农民，靠种 教，可我却帮不上忙，心里不是滋 下工作，
扎根农村的“田秀才” 田养活一大家子。
法支撑时吃几颗，
补充能量。
种植面积就达 5000 亩。
味。
”
孟钦说。
记者日前见到孟钦时，她和往
直到 2013 年，
孟钦才确诊是患
“第一次在田间与农民交谈的
“父亲辛勤劳作，可缺乏农业
为了把工作做好，孟钦以农民
常一样，开着电动车下乡。这段时 技术指导，一年到头没有好收成， 为师，抓住一切机会向身边人请教 上了一种罕见的消化道慢性疾病 情景还历历在目，如今已近退休，
间，她所挂点企业的负责人郑庆钟 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为此， 学习，
还进修成了一名高级农艺师。 ——克罗恩病。这个病无法根治， 但只要身体允许，我就要为乡村振
常给她打电话，说要建智能大棚， 孟钦从小就立志读农校，希望将来
”
孟钦说。
孟钦常常下乡，在病虫害、剪 每年症状严重时她要去上海治疗。 兴贡献力量。
让她帮忙。测算建棚面积、测试土 能帮助父亲和像父亲一样的农民。 枝、施肥等方面及时为农民提供指
但也奇怪，只要一下乡，孟钦
（郑瑞洋 黄益辉 文/图）

林振寿：为福州古厝拍
“写真”
年逾七旬仍每天驾车早出晚归，
3 个月行程 1.6 万公里

近日上午，林振寿肩背相机，手拿三脚架，叩开了鼓楼区宦贵巷黄家宅院的大门，说明来
意并出示介绍信后，他得以进入尚未修缮完成的院子拍摄。18 年前，他曾拍过这处保护得
挺好的古民居。
林振寿是福州著名的老摄影人，72 岁仍精神矍铄，新作频出。去年初以来，他又一次把
镜头对准福州的古建筑，每天驾车早出晚归，跋山涉水，为近 200 处古建筑新拍了多角度的
靓照。眼下，
他正在为福州市美术馆筹办的新展整理图片。
林振寿在宦贵巷黄家宅院拍摄作品。
市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只要天
气好，他就四处去拍，有时一周七
林振寿告诉记者，他把镜头对 天都在外面拍，
半个月才歇一天。
准福州古厝，
始于 2003 年福州市委
大部分需要新拍的古建筑都
宣传部组织编撰《闽都古韵》时。 在 郊 县 ，开 车 前 去 要 花 1 个 多 小
拍摄名人故居等古建筑，既能留下 时。每天清早 6 点多，他就驱车出
珍贵的图片资料，又能丰富自己的 发，到达第一个拍摄点时常常已八
文史知识，他非常感兴趣。
《闽都古 九点钟，拍完后再去邻近的另一处
韵》出版时，他已拍摄了 80 多处古 古建筑，
到达时通常是 11 点多。中
建筑。只要得知某处古建筑进行 午，他就在车上吃面包、牛奶花生
翻修、重建，他就会择机再拍，更新 当作午餐，耐心等到下午三四点光
自己的图片库。
线理想时再开始拍摄。等他驱车
去年初，听说世遗大会要在福 回到家时，常常已到傍晚，甚至天
州召开，他铆足了劲，要给福州古 都黑了。
建筑拍齐“写真近照”，得到了福州
仅今年 3 月到 6 月，他驾车拍

3 个月驱车 1.6 万公里

摄的行程就达到 1.6 万公里。

已去了四五次，航拍机买来后，他
又去补拍了俯瞰图。

拍古廊桥常遇到路途艰险的
情况，最险的要数在闽侯县南屿镇
精益求精 拍了又拍
拍际上村合龙桥那次。导航把他
山野古廊桥最难拍
“选题定好了，就要沉下去拍，
一直带到与永泰县交界的地方，当
几乎每处都拍了不止一次。”林振
古廊桥大多在深山里，架设在 地农民告诉他必须从山崖边的山
寿说，他喜欢把古建筑的牌匾、相 两山间，很难一次就拍出理想效 路开过去才能到达目的地。
“ 砂石
关古迹等都记录下来，把其历史、 果，
去两三次是常事。
路据说有 3.2 米宽，但越开越窄，车
特色全面展现出来。去一次不理
林振寿说，第一次拍闽侯县廷 始终行驶在悬崖边，实在吓人。”林
想，
就做好功课再去。
坪乡龙津桥时，他按当地农民的指 振寿说。
林振寿说，拍福清市东关寨他 引从山上向下爬，又陡又滑，好不
还有一次，他赶往廷坪乡拍龙
跑了六七次，宦溪镇降虎寨也走了 容易才来到河床上，用卵石和水作 津桥，遇上修路，他避让大车时车
五六趟。
前景仰拍。拍完回去后，他觉得不 子前轮滑进沟里，后来在村民的帮
为了拍好古建筑的俯瞰效果， 满意，过几天又开车去拍。这次他 助下才脱险。
去年 11 月，他花 1 万多元买了一台 打听到另一条路也能通到廊桥边，
（张旭阳 文/图）
专业版的航拍机。宏琳厝此前他 终于拍回了满意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