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45 元 每月 27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3073979 、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 、13901102545

4 版

2020 年 5 月 2 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孙 侠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郑州 4 月 30 日电（记者王丁、双瑞、
孙清清）春光正好，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河南省新
县周河乡西河村，近 30 名工人挥动铁锹和锄
头，在一片已荒废了几十年的农田里忙碌。预计
半个月内，这里将平整完毕并栽上 300 亩阳荷
姜种苗。

“去年我们卖了 70 万瓶阳荷姜盐渍菜，很
受游客欢迎。”返乡 3 年来，37 岁的匡建新陆续
开发了“大别山阳荷姜”“贰两毛尖”等多款特色
农产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越来越多沉睡
的资源被唤醒，这个一度只剩下 39 人的“空心
村”正变成“网红”旅游地，并吸引 400 多名村民
回乡。

高起点规划 古村换新颜

“山青水碧的自然环境，古色古香的人文底
蕴，还有现代化的休闲配套设施，成就了西河村
30 万人次的年游客接待量和‘网红村’地位。”

周河乡党委书记易新生说。
记者犹记初次到访西河村的情景。2014 年

春天，国家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不久，作为试点项
目，西河村着手编制规划。这个有 800 年历史的
古村落，当时被荒草和垃圾包围，一座座传统民
居残破倒塌，低矮脏乱的牛棚散布街边，一派凋
敝之象。

西河村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这里也是全

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村子四面环
山，闭塞落后，不少村民举家外迁。到 2013 年，
原有数百人的村庄仅剩下 39 名老人，因为难舍
故土，他们只能在贫穷中挨日子。

“我们邀请清华大学、中央美院的专家对古
民居修复、基础设施和村落景观进行整体设计，

从起点保证了高质量。”从西河建设指挥部常务
副指挥长到西河古村落景区管委会主任，职务
变迁中，张一谋见证了小村的脱胎换骨。

很快，古民居恢复了青砖黛瓦，河里的淤
泥、杂草清理了，地下管网铺上了，遍布牛粪的
主街道变成整洁的石板路，古村老宅尽显豫南
灵秀之气。

人才回流助力产业兴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48 岁的致富带头人
张思恩是最早返乡的青壮年，今年是他回到西
河村的第七年。

“以前回老家探亲，路边疯长的灌木丛把车
漆划得不成样子，街上臭气熏天，我就想什么时
候能变个样？”张思恩十几岁外出务工，在北京
打拼多年，名下拥有 2 家公司。当家乡动员能人
返乡时，他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

2014 年初，他成立西河农耕园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依托大别山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带
领村民发展油茶、板栗等原生态精品农业，还建

设了湿地公园、竹海等多处旅游景点以及星
空帐篷酒店等配套服务设施。

在张思恩带动下，陆续有 400 多名村民
返乡。按照“合作社带动、运营公司管理、贫困
户参与”模式，昔日的“空心村”发展成诗意田
园与创意时尚融合的乡村“慢生活”度假区，
27 家民宿可同时接待 400 名游客。去年，西
河村年旅游收入达 3000 多万元。

目前，全村人全部加入了合作社。依靠劳
务工资、合作社分红和自主经营，每个家庭的
年收入从 10 万元到 30 万元不等，彻底摘下
了贫困帽子。

文化创意开掘乡村资源

随着新县退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蝶变”后的西河村仍在寻求突破。凭借文化
创意，看似寻常的乡村资源不断被开掘和盘
活，让早已熟悉西河村之美的人们时时有耳
目一新的感觉。

“因为现场演示古法榨油，不少游客成了
我的忠实顾客，离开以后还会在网上买。”疫情
期间，48岁的西河油茶博物馆馆长张泽成也没
闲着，通过网络销售了价值 3万多元的茶油。

大别山区盛产油茶。西河村专门建了博
物馆，并以低价租给从事油茶种植、加工的邻
村村民张泽成，通过现场演示古法榨油普及

油茶文化。在丰富游客旅游体验的同时，也给
张泽成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2019 年 7 月
入驻西河村至今，他共卖掉 12000 斤茶油，销
售额逾百万元。

活力充盈的西河村也吸引着外来创业
者。他们以新鲜、前沿的目光打量这片土地，
从当地司空见惯的乡村资源中发掘出更多
价值。

2016 年底，在深圳从事 IT 行业 10 年
的匡建新来到西河村，从山间遍植却无人问
津的野茶入手，成功打造出小众化的“贰两毛
尖”茶叶品牌。之后，他又瞄准大别山区常见
的植物阳荷姜，创制了线上线下都受追捧的
下饭菜。

“来西河村发展的人越来越多，不能都去
做餐饮民宿，还是要用创意挖掘本地特色。”
匡建新说，为确保阳荷姜原料充足，今年计划
自己搞种植，村里弃耕多年的 300 亩农田由
此有了用武之地。像他这样的外来创业者，西
河湾已有 20 多人。

“村里很多人跟我一样，当年拼命逃离，

现在身心俱归。”张思恩说，这些年来，他眼看
着西河村一点点变成理想中乡村的模样。随
着脱贫攻坚进入尾声和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
进，这种改变，还正在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发
生。

“空心村”变“网红村”，有诗意更有创意
大别山区乡村振兴样板观察

(上接 1 版)清晨，宁波舟山港桥吊高耸林立，集卡运
输川流不息。看着码头泊位上停靠的来自各地的巨轮，
宁波舟山港北仑第三集装箱有限公司吊桥班大班长竺士
杰说，港口是经济的晴雨表，制造业恢复活力，码头也开
始生机勃勃。

自 1998 年从学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竺士杰由一名
龙门吊司机成长为自创高效率桥吊操作法的专家型人
才。“发挥好劳模作用，带出更多的劳模。”竺士杰以此作
为自己的使命。

汗水里有奋斗的味道。从东北大国重器的生产车
间，到江浙全球产业链的重点环节，劳动者的步伐急促而
有力。

创新，跑出经济恢复加速度

劳动节前不久，沈机集团沈阳第一机床厂有限公司
迎来了一场抖音直播。“主播”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
能手、切削工程师徐宝军。

“轴类零件有‘五大三粗’火车轴、‘弱不禁风’薄壁
轴……不同的轴有不同的加工特点。”徐宝军毫无保留地
在线分享“干货”，吸引了各地的产业工人前来“围观”。

疫情期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工匠们无法像过去
一样行走各地，为技能人才授课培训。但是他们纷纷开
启了视频授课，借助这些新手段新方式带队伍、提技能。

“今年跟过去一样忙，但又忙得不太一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中车长春轨道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操作师罗昭强不仅开了“网课”，

还建立了微信群，日常指导对象从团队成员拓展到了各
地的地铁公司、铁路局、轨道客车制造企业员工。

在复工复产中，创新的不仅仅是培训方法。为了提
高生产效率，浙江万赛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技改工
程师孙振仓和团队从 1 月开始，利用 3 个月时间，对汽车
刹车片的生产设备进行了改造。

传统汽车刹车片生产的打磨环节需要由人工完成，
6 个工人每天可以打磨 1000 片左右。“我们对生产设备
进行了自主研发改造，现在 1 个工人一天可以打磨 1500
片刹车片。”孙振仓说。

疫情阻挡不了经济复苏的加速。4 月初，中车长春
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李万君带领团队，如期
完成了新材料转向架的焊接试制研发。虽然开工晚了
10 天，但试制的第一个转向架已经焊完，正在等待装配，
又一项技术攻关达成。

汗水里有创新的味道。疫情期间有多少意想不到的
困难，就有更多创新办法解决困难的人。

匠心，追求每一个复工产品的质量

湖北，武汉。中建三局三公司正在进行光谷火车站
西广场地下空间主体结构施工，来自恩施的杨汉在绑扎
钢筋。烈日炎炎，汗水顺着他的安全帽流下来。

为了达到图纸设计绑扎要求，杨汉的手指经常会被
钢筋扎破、磨出血泡。“绑钢筋是门手艺活，钢筋的施工规
范关系到整个工程的质量，我绑扎的钢筋那是分毫不差。
虽然疫情耽误了工期，质量标准绝对不会降。”杨汉说。

山东，潍坊。潍柴动力铸锻车间的“冲天炉”里铁水
奔腾。每隔一段时间，工人裴国强就要从约 1500 摄氏度
的高温铁水里取出样品，检测碳、硅含量。

“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我们给发动机生产铸件，就
得像对待心脏一样小心翼翼。”裴国强说，复工复产以来
忙归忙，产品质量不能有一丁点马虎。

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是劳动者在复工复产、加班
加点中的态度。

“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压缩机一停效益全停。”在沈
鼓集团透平公司转子车间，辽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马
长好熟练地将毛坯件吊放在机床上，打表、找正、量尺、
对刀。

马长好所在的车间生产压缩机的核心——转子，而
他的工作则是加工转子的核心——叶轮。

有人说马长好是“刀尖上的舞者”，因为叶轮就是在
他控制的车刀下，一刀一刀切削出来的。每一个叶轮都
需要精细加工，公差控制要求在 0 . 015 毫米以内，稍有
不慎就会引起尺寸偏差，一次“下刀”失误可能会导致整
个工件报废。

为了追求这一精度，马长好不断改进加工工艺，带领
班组成员提升精益生产率。现在，他仅凭听机床运转的
声音就可以判断刀具磨损程度，保障产品精度。

汗水里有精益求精的味道。无数劳动者用“工匠精
神”坚守着平凡的岗位，让“中国制造”的招牌在复杂局势
中更加闪亮。（参与记者：丁非白、魏一骏、徐海波、陈灏）

新华社北京 5 月 1 日电

(上接 1 版)新动能的勃兴是老工业基地未来的希
望。辽宁省科技厅数据显示，近两年全省科技型中小企
业新增 3000 多家 ；高新技术企业新增 1000 多家 ；新
培育瞪羚、独角兽企业 134 家，其中 80% 集中在智能
制造、新材料、洁净能源、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
领域。

“烟火气”回暖升温

烧烤师傅娴熟翻转着炭火上的肉串，阵阵香气四
溢。不时有快递小哥上门取餐，就餐顾客也注意保持着
一定的距离。“客流在逐步恢复，外卖增加挺多。”沈阳市
铁西区的彪哥串店店主说，“但是防控这根弦还不能
松。”

“烟火气”升温，显示消费回补在发力。3 月 27 日，支
付宝数字生活平台发布的城市生活周数据显示，辽宁烧
烤商家在支付宝平台上的销售额环比上涨 177%。

为畅通经济社会循环，辽宁还出台阶段性降低企业
用电和非居民用气成本等措施，助力保居民就业、保市场
主体、保基本民生等。“根据电费 95% 结算政策，预计上
半年可为沈阳企业降低用电成本 2 . 6 亿元左右。”国网
沈阳供电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4 月 20 日，辽宁出台因时因势完善“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措施，抓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为经济社会
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保障。

记者走访东北最大服装日用品批发市场沈阳五爱市
场时看到，实名扫码和测温等仍在执行，顾客们都能自觉
配合。市场人气虽还在恢复中，但往来的运货车明显增多。
一些店主开启“喊麦”模式，扩大线上销售。“我们一定会渡
过难关！”从事饰品行业的店主孟津羽说。 新华社沈阳电

在机器轰鸣中

感受经济“脉动”

新华社贵阳 5 月 1 日电（记者向定杰）
“五一”假期首日，对已进入作战状态的贵
州广大扶贫干部而言，依旧紧凑、忙碌。

在剩余贫困人口还有 30 . 83 万人的
贵州省，一场脱贫攻坚“冲刺 90 天打赢歼
灭战”已进行整整一月，众多干部沉在一
线，争分夺秒，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用辛苦
指数换群众幸福指数。

5 月 1 日，天刚微微亮，40 岁的铜仁
市生态移民局驻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界镇高峰
村第一书记张鲁黔就睡不着了，驻村 4 年来，他
就像上紧发条的钟表，转个不停。

早上八点，所有住在村脱贫攻坚指挥所的
干部碰了一个头，然后开始下组走访，对上一次
排查出的问题短板进行回头看。

“上午三四个小时，一会儿就过去了。”身穿
迷彩服的张鲁黔笑着说，每次看着墙上的脱贫
倒计时牌一天天减少，自己也在心里打气，“已
经到了关键节点，一定善始善终”。

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沿河县是贵州 9 个未
摘帽的深度贫困县之一，攻坚时间紧、任务重。
产业发展、教育扶贫、饮水安全、人居环境……

当地对照一个个指标，实行“一天一调度，一天
一通报，一天一研判”。

中午时分，在和平街道高山村的一处山坳
间，30 多名干部、群众一起在经果林下套种辣椒
苗。放眼望去，大家沿着黑色地膜打孔、插苗、覆
土，到处都是躬耕劳作的身影。

“今天太阳有点大，膜内温度高，辣椒苗不
能挨薄膜太近；株距保持 45至 50 厘米，深度最
好 2 到 3 厘米；定根水一会儿再浇……”来自县
农业农村局的技术人员，耐心地给大家讲解移
栽注意事项。

高山村村支书崔德武一边干活，一边气喘
吁吁地说，辣椒种植是全县今年重点扶持的“短

平快”产业，统一供苗、保底收购，只要栽好了
就不担心效益。

铜仁市驻沿河县脱贫攻坚督导组常务副
组长田素珍说，今年以来，沿河广大党员干部
深入推行“每日一签、一学、一扫、一单、一报”

的“一日五事”工作法，理清了工作思路，提振
了干部精气神。

据介绍，每一名驻村攻坚队员，早上八点前
要签到，然后参加政策业务学习，之后到贫困户
家中帮助打扫一次卫生。每天，村级指挥长也会
开出一个任务单，帮扶责任人每日一报工作
进展。

除了深度贫困地区在冲刺，一些已经脱

贫的县区同样没闲下来。处于麻山腹地
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今年
3 月顺利摘掉了贫困县帽子，但在全省
20 个极贫乡镇之一的代化镇，100 多名
干部仍在奋力打好最后的歼灭战。

“我们用‘五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总结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胜利，其中一个
就是干部作风明显转变，干群关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代化镇党委书记

金平说，2016 年以来，大大小小近 200 个项
目在代化落地，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前所
未有。

当前，该镇对未脱贫的 174 户 353 人建
立了攻坚台账，明确人员及职责，正在围绕
“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督办落实，确保 6 月
30 日前全部达到脱贫标准，确保脱贫成效经
得起历史检验。

据了解，“五一”假期，在贵州 9 个未摘帽
的深度贫困县和 3 个剩余贫困人口超过万人
的已摘帽县，所有帮扶干部和当地干部，都坚
守在脱贫攻坚一线，帮助群众解决产业、就业
等方面的难题。

假 日 不 休“ 战 ”
贵州扶贫干部工作状态见闻

十二年前，扎西为了心爱的姑娘德旦，连
家里的一百多头牦牛都不要了。在牦牛头数
与家庭富裕程度成正比的西藏牧区，这可是
个艰难的决定。

扎西和德旦生活的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
宗乡藏普村，是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
峰最近的一个行政村，也是个地道的纯牧业
村。一到夏天，家家户户赶着牲畜迁到珠峰东
坡绒辖沟水草肥美的夏季牧场放牧，年轻人
几乎也不例外。

扎西 26 岁那年，决定要一辈子守着德
旦。扎西的哥哥已结婚，家里已有嫂子和侄辈
等好几口人。如果继续留在家中，算上未来自
己的小家庭，糊口虽没问题，可“好像放不开
手脚一样，我想和她有个自己的家。”扎西说。

于是，分家，分牲口，另起炉灶。婚后，勤奋
的扎西在放牧的同时，贷款买车跑运输，成了村
里最早外出打工的人之一。

2015 年，扎西和德旦带着 6 岁的大儿子搬
进了新家。这栋宽敞的房子是政府安居工程的
项目。

每年登山季，藏普村村民都会为登山者提
供牦牛运输服务。为了共同致富，2019 年，村里
成立了牧业合作社，统一提供牦牛运输队的用
牛。仅此一项，藏普村去年登山季期间就有 30
多万的收入。作为受益者的扎西，跟着全村人走
向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牧场上，扎西望着雪山和牛羊，挥起呼呼作
响的传统“乌尔朵”，眼里满是牧人的幸福与
骄傲。

扎扎 西西 分分 家家 记记
珠珠峰峰脚脚下下的的脱脱贫贫故故事事

大大图图：：在在藏藏普普村村的的牧牧场场里里，，扎扎西西用用““乌乌尔尔朵朵””赶赶牦牦牛牛
（（44 月月 2233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晋晋美美多多吉吉摄摄

小小图图（（左左））：：在在藏藏普普村村的的牧牧场场里里，，扎扎西西抱抱着着一一只只小小羊羊羔羔
（（44 月月 2233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晋晋美美多多吉吉摄摄

小小图图（（右右））：：扎扎西西和和自自己己的的爱爱车车合合影影（（ 44 月月 2233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孙孙非非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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