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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君宝

　　一个上午，3 个多小时，姚蕾坐在
悬空的狭小驾驶室里，同时操作着 3
个方向盘。她向前探着头，身子搭在
椅子边上，不时和地面上的同事用简
单的词语沟通。
　　终于，她揉着腰，爬下梯子，准备
喝口水。
　　今年 36 岁的姚蕾，是中国铁路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三棵树车辆段
检修车间转向架班组的天吊司机，也
是车间唯一的女司机。
　　运行的列车需要定期送到她所在
的车辆段维修保养，姚蕾的工作就是
用天吊吊起列车零件，供同事们组装、
拆解、维修保养。
　　姚蕾工作的地方在空中，她被同
事们称为“空姐”。“其实，我只是操作
3 个方向盘的女司机。”姚蕾性格开朗
干练。
　　“留 4 个？”
　　“对。”
　　姚蕾在“空中”和同事简单沟通，
双手灵便地向不同方向拉动方向盘，
脚上还踩着提示铃，不到 1 分钟，便

精准地将零件吊运到 10 米外的同事
面前。
　　列车的转向架，就像是汽车的悬
挂系统，一年里在三棵树车辆段维修
保养的列车约 1800 辆，姚蕾工作的
地方，又被称作火车的“4S”店。
　　春运前夕，为确保列车安全行驶
在铁道线上，姚蕾和同事们的工作比
往常忙得多。
　　从姚蕾操作的天吊驾驶室望去，
比足球场还大的车间内，满是正待维
修保养的列车。“我们工作量非常大，
没有时间喝水。”姚蕾说，“维修作业一
刻不能停，你离开 3 分钟，下面有一
群同事就要等你，而且喝了水还得上
厕所，有时干脆不喝了。”
　　平均每天，姚蕾要吊运零件 200
多次。
　　从部队退伍，经过铁路院校的学习
后，2008 年开始，姚蕾一直从事天吊司
机的工作。她的工作环境里绝大多数
都是男性，姚蕾说“没人把我当女的。”
　　同事、车辆钳工李明这样评价姚
蕾：“合作很多年了，很默契，她干得挺
好，吊得准。”
　　由于特殊的室温要求，姚蕾所在

的车间不能充分通风，工作噪音很大，
加上久坐，姚蕾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
症，肩周、颈椎也有毛病。
　　“小毛病并不是最难忍受的，由于
吊运的东西重达好几吨，如果不认真
就会撞到人，引发作业事故，必须聚精
会神。所以，精神上的消耗要大得
多。”姚蕾说。
　　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5 点，姚蕾
除了中午休息 1 个多小时外，几乎没
有休息时间。“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过
去我还在 10 米高的天吊上上过夜
班，一夜下来脸都是黑的。”
　　 12 年的经验，让姚蕾成了单位里
技术最好的天吊司机，她的徒弟蔡傲
说：“师傅不严厉，只是第一眼看到师
傅时发现是女生，很惊讶。”
　　由于工作太忙，姚蕾 9 岁的女儿
放学后一般待在同学家，姚蕾下班后
才能接她回家。“也曾想过换一份工
作，但还是觉得我的舞台就在这里。”
姚蕾说。
　　她表示，自己的工作并不亮眼，但
却能让无数旅客平安回家，“这就是我
最大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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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赵雪彤

　　郭文乐翻开相册，面前的老照片
里，壮年时的爷爷郭孝思穿着“72 式”
林业公安制服，站在还是少年的爸爸
郭晓强身后。照片的背景是爷爷曾经
工作的大庄森林派出所。上小学前，
森林派出所给郭文乐留下了难忘的回
忆，关于森林的梦想在她的心里扎根。
　　郭文乐是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第
一中学的一名高二女生。小时候，她
生活在林业的“圈子”里，常常在爸爸
工作的森林派出所度过周末。
　　“不管是在派出所、林场，还是在
旅游景点，爸爸都会教我认路边的植
物。”郭文乐说。认得好几十种植物的
她，对森林有着特别的感情，她经常思
考，“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植
物长得更好。”
　　郭文乐的梦想要从爷爷郭孝思说
起。这位 73 岁的老人，大半的人生
都在和林业打交道。每次见到孙女，
郭孝思总爱絮叨年轻时与盗伐林木的
村民“斗智斗勇”的趣事。
　　从 15 岁到林场工作，到 1983 年
林场组建第一批林业公安，再到 60

岁从森林分局刑警队退休，郭孝思
参与办理的案件不计其数。
　　“有的包工头来到派出所，气势
汹汹地说，‘砍两棵树怕什么，这树
是吃露水长大的，又不是你们养大
的’。”郭孝思说。
　　“那时村民谋生的方式少，经常
为了一点小利就盗砍滥伐。”郭孝思
说，“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的政策也
好了，村民在山上种食用菌、卖土特
产，自然就不用去盗木头挣钱了。”
　　对郭文乐的爸爸郭晓强来说，
选择从事林业工作是一件顺其自然
的事。在这张 1983 年拍摄的老照
片里，郭晓强穿着他母亲照着森林
公安制服的样式，亲手缝制的“仿
款”外套。
　　“穿上制服，责任在肩。我在林
场出生、在林场长大，也想要继续在
这里工作。”1987 年，郭晓强在选择
院校时，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福建林
业学校。毕业后，郭晓强回到石陂
林场工作。五年后，郭晓强穿上了
真正的森林警察制服。
　　“这些年来，老百姓的环保意识
提高了。越来越理解我们的工作。”

郭晓强现任浦城县公安局石陂森林派
出所所长，在他看来，和父亲相比，“保
障生态安全的工作已经轻松了不少。”
　　 2019 年，公安机关管理体制调
整，森林公安局并入公安部食品药品
犯罪侦查局，不再保留森林公安警种。

“将来我们要做的不单单是林业的工
作，而是‘大生态’的保护。”郭晓强说。
　　他向记者介绍，2020 年，浦城县
公安局森林分局森林刑事案件立案
40 起，破案 37 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180 余万元。
　　在林业部门工作近 30 年，郭晓强
经常用种树向女儿讲述人生的道理，

“十年树木。砍掉一棵树只是一瞬间的
事，但是种一棵树，造一片林需要几十
年。人生也是这样，放弃很容易，坚持
才能让梦想枝繁叶茂。”
　　正在备战高考的郭文乐，也对梦
想有了更坚定的看法，她希望未来能
够从事与生态保护相关的科研工作。

“保护生态、保护森林，不仅需要有人
守在一线，还需要从源头上找到问题，
用科学的方法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
展。”

     据新华社福州电

女天吊司机的“空中”舞台 森林警察“第三代”的森林梦想

　　（上接 1 版）冬天还没有过去，黄剑
杰已经发现主要街路的园林景观正在
慢慢修复，他裹紧了棉袄，他心里知道，
等春天来了，这里仍是壮美的春城。

“我和黑松一样不会服输”

　　数九寒冬，对于赵岩和他的同事们
来说格外寒冷。36 岁的赵岩是长春市
绿化管理中心的一名园林技术员，去年
的三场台风和一场强雨雪大风冰冻让
他们忙碌了一年。如今，要继续战严寒。
　　在赵岩眼中，很多树都像他的孩
子，亲手种植，亲自浇水，精心呵护。极
端天气来临，赵岩和同事们没日没夜
地抢险，保交通，保安全。“等缓过神来
才看见，那么多树受伤了，心里流血一
样疼。”赵岩说。好在他知道，断树残枝
被集中处理，粉碎后作为肥料，化作春
泥更护花。
　　这个冬天赵岩和他同事们既要用
上大力气移出残树、补植树木，又要用
上细功夫给受伤的树木“做手术”。“冬
天作业比春天难度大，土冻得比较硬，
还要克服严寒。”赵岩说，“为了抢工
期，很少能陪伴家人，但是看到景观恢
复，我心里也是满满的成就感。”
　　赵岩曾经当过十几年的兵，周围
的人都说他能吃苦。2015 年从部队
转业后，他就成为一名园林技术员，从
此风吹日晒，霜打雨淋。“学着种树，养
树，也喜欢上了树。”赵岩说。
　　赵岩最喜欢松树，苍翠挺拔，四季
常青。他说，在松树身上学到了乐观的
人生态度和吃苦耐劳的作风。“这份工
作微不足道，就像一棵普通的黑松一
样，平时没人会注意。”赵岩说，“但是
站在那里就贡献了你的力量，再冷也
不服输。”

“我和杨树并肩守护这座城”

　　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天气里，许根
平开着高空作业车总会冻得手脚发麻，
常常得下车活动一下。他开的车最高点
有 25 米，和杨树差不多，他觉得杨树也
冷，“但是我们都得坚持！”许根平说。
　　提起 55 岁的老司机许根平，园
林部门的人都竖起大拇指，称他为高
空作业第一人，因为他是长春市绿化
管理中心第一位高空作业车驾驶人，
如今已经开了近 20 年。“20 年前，园
林管理还没那么精细，随着城市扩建，
街路增加，必须有高空作业车管理树
木，保障人车安全。”许根平说。
　　高空作业车使用率很高，不仅要
配合剪枝护理，还要支持栽植树木。而
驾驶这样的车更要有眼观六路的能
力，找到最合适的角度，同时盯着人员
和树枝，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为了躲
开早晚高峰，许根平常常要凌晨出动，
深夜而归。
　　“这个冬天太冷了，但是我们园林
人的心得是热的，得把这些树‘捂’热
了，‘捂’活了，这座城市才能漂亮啊！”
许根平说。
　　园林人都知道，北方雨水少，种树
容易成活难。长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才建成了北国“森林城”，城市绿化覆
盖率达到 41.5% ，绿色成为长春的底
色，而极端天气的频发虽然常让这份
底色失衡，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
头万木春，总有人在默默重建着这份
底色，描绘着春天的模样。

本报记者陈天湖、谢佼

　　大巴山，层峦叠嶂。在 1600 多
公里外靠近东海的地方，也有绵绵群
山，那是浙江丽水市的括苍山。
　　国家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将东
南沿海的括苍山和长江上游的大巴山
紧紧连在一起。丽水市帮扶四川巴中
市脱贫攻坚的领队李忠伟，与来自丽
水的援川干部一道，历时 3 年，把“他
乡是故乡”的深情，写在巴山蜀水这片
红土地上。
　　 2020 年底，巴中市 49.4 万贫困
人口清零，曾经 16.3% 的贫困发生率
已成为历史。

“我们要干出制度的优越性来”

　　庚子年，大雪。过了这个节气，天
就冷了。这是李忠伟在四川巴中过的
第 3 个冬天。
　　与远在千里外的儿子视频，是他
冬天里最温暖的事。每到周末，他都
会花时间陪儿子，看儿子在手机那一
端乱蹦乱吼。
　　“儿子”，对李忠伟而言，有着常人
难以理解的痛。
　　他大儿子 2007 年出生，患重度
先天性脑瘫痪，不会说，不会坐，吃喝
拉撒都需要照顾。一直到 8 周岁，因
一场重病走了。后来，有了这第二个
儿子。
　　 2018 年 4 月，时任丽水市委副
秘书长兼信访局局长的李忠伟，被上
级安排担任丽水市对口帮扶巴中扶贫
队领队。
　　李忠伟没有犹豫：“我服从组织安
排。”
　　仿佛百味瓶被打翻，其中滋味只
有他自知。整整 8 年，家里 4 位老
人，轮番照顾连坐都不会的大儿子，有
时抱都抱不动。这对一个家庭而言是
无法想象的难，老人都被折腾得百病
缠身。母亲直肠癌刚做手术，丈母娘
患美尼尔氏综合征，岳父和父亲身体

也都有病。大儿子去了，二儿子两岁
多，顶梁柱的他要离开，一走 3 年。
　　告别家人，李忠伟带着丽水扶贫
干部赶到巴中市。他的身份是四川巴
中市政府副秘书长、浙江派驻四川工
作组巴中片片长，专职负责丽水市在
巴中的对口扶贫协调推进工作。
　　李忠伟组织大家深刻领悟“东西
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的要义。他说：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东部帮西部，先
富帮后富，丽水帮巴中，只有咱国家才
有这样的制度，我们要干出这个制度
的优越性来！”
　　他带领挂职干部，来到川陕革命
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
　　“当年巴山儿女牺牲在这片土地
上，就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可
是这里依然贫穷，组织派我们不远千
里驰援，就是要让革命老区摆脱贫
困！”李忠伟对大家说。

产业万言书折射美丽乡愁

　　李忠伟告诉记者，东西部扶贫协
作机制下，他作为双方协作的“片长”，
既代表丽水市在巴中协助扶贫，又在
巴中市履行现职抓落地。
　　浙江盛产茶叶，业态完整，技术先
进。丽水有闻名遐迩的“浙南茶叶市
场”。了解到巴中同样盛产茶叶，他马
上想到丽水红红火火的茶业交易：茶，
能否助力老区脱贫产业？
　　于是，李忠伟到巴中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一头扎进苍茫大巴山看茶。
　　十多天时间，李忠伟跑了 4 个县
区 16 个乡镇 21 片茶叶基地，走访了
12 家茶加工企业，召开 3 个座谈会，
16 次进村入户调查，9 次咨询丽水客
商和业内人士。
　　很快，《巴中市茶产业调研报告》
交到巴中市主要领导手里，那是李忠
伟的万字建言书。他详细回答了巴中
茶产业现状、问题、成因，提出了“坚持
问题导向，完善茶产业发展思路，依靠
丽水茶业产业优势，帮助巴中茶业升

级发展”等建议。
　　在一个全市大会上，巴中市主要
领导举着这份报告，大声说：巴中领导
干部要学习丽水干部务实的精神和作
风，李忠伟才到巴中几天，就把全市茶
业的现状和问题弄得清清楚楚，提出
建议也切实可行。
　　李忠伟还带领 9 名丽水干部，就
巴中脱贫攻坚的路径与项目开展全面
调研。
　　一份份调研报告出炉，一条条建
议成型，一个个项目构想完成，巴中脱
贫攻坚东西协作 3 年行动方案很快
出台了。
　　他说，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带
头人，仅当参谋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把

“督促执行”落到实处。3 年里，每年
细化任务形成项目清单，从清单的制
定、实施，到利益联结机制，他这个“片
长”都要跟踪、督促、检查，直到把收益
装进老区贫困乡亲口袋里。

  “奔跑达人”跑出巴 山

乡亲脱贫路

　　 3 年来，李忠伟感受最深的，就
是在巴山蜀水间不停奔跑。难怪人称
他奔跑达人。
　　一年近 50 个扶贫项目，他每个
点都要跑到，有的还跑很多次。
　　最远的，在通江县空山镇，那是个
天麻药材扶贫项目。从巴中市区到项
目点车程四个多小时，山路崎岖，他被
颠得头昏脑胀，但当他掀开泥土，摸着
已长成的天麻时，感慨不已：“这个扶
贫项目落地了。”
　　在不停奔跑中，李忠伟发现并解
决了协作项目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他从浙江松阳县引入 3 家茶企，
落地巴州区天马山镇，要征地建加工
厂，年初立项到 8 月也没着落。
　　李忠伟急了，东西部扶贫协作时
间才 3 年，这一耗就 8 个月。再说，
继续拖下去就要影响到来年的春茶加
工了。

　　他跑了 3 趟巴州区，多次与区里
沟通、提建议，并向市里分管领导反映
情况。半个月后，问题解决，3 家茶企
先后平地建房。
　　不停奔跑，不仅跑动了茶产业升
级发展，也跑出了川陕革命老区百姓
的脱贫之路。
　　在他推动下，丽水松阳县派出 15
名“茶博士”，在山坡上手把手教茶叶
种植技术。当地开发出抹茶粉、茶叶
口香糖、茶叶熏火腿等系列产品，打造
了茶文化体验馆、茶文化民宿等项目，
打开了茶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两年来，仅浙南茶叶市场，就累计
销售巴中等扶贫地区茶叶 2000 余
吨，茶农收入超亿元。
　　 2020 年五一节刚过，相关部门
临时交给李忠伟一个特殊任务：凉山
州布拖县乐安乡还有 6 个贫困村急
需丽水对口帮扶，贫困户搬迁新居购
置家居用品缺少资金。
　　他二话没说就带着队伍进驻布拖
县，详细排查贫困村和贫困户的真实
情况，拿出具体解决方案。
　　他多次在川浙两地奔跑，寻找有
实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参与大巴
山脱贫攻坚最后大决战。
　　不到 100 天时间，他联动丽水市
5 家企业和 6 个社会组织紧急筹措的
363 万元帮扶资金到账，为布拖县如
期脱贫摘帽解了燃眉之急。

金桥搭就“他乡是故乡”

　　“东西部协作的制度安排，我是两
地联络员、协调员，就该架起协作之
桥。”李忠伟说，只有发挥好桥梁作用，
东西部协作优势才能转化为扶贫成果。
　　刚到巴中时，他十分上心的一件
事，是协调组织两地干部的交流与培
训。他对记者说，丽水过去被称为浙
江的西藏、四川的凉山，是从贫穷中走
出来的首批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
范区。同是大山区，资源禀赋相似，今
天的巴中，就是昨天的丽水。要让巴

中干部去看丽水，学习丽水开发大
山资源的观念与思路。
　　“让乡亲开发大山，走出大山，
才能走出贫困。”李忠伟认为，要让
产业先行，夯实“脱贫之本”。
　　他推动出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和支持茭白、茶叶、电商、蓝莓、进口
商品流通等产业发展优惠政策，协
调举办巴中（丽水）投资招商项目推
介会，走访企业、对接项目，引导市
场主体参与对口脱贫帮扶。
　　 3 年间，他们共引入东部企业
34 家到巴中对口帮扶，完成投资
25.06 亿元。丽水市财政援助资金
4.298 亿元，安排帮扶项目 140 个，
助力巴中不断完善产业结构。
　　他工作过的缙云县，是“中国茭
白之乡”，茭白是优势农产品，经济
效益好。缙云对口帮扶南江县，地
理气候相似，他与挂职干部提出把
茭白嫁接到南江。
　　 2018 年 4 月，65 亩试种茭白
获得丰收。李忠伟高兴得击掌称
好，立即协调缙云派出茭白技术人
才，在南江一蹲 3 年。他们以“村集
体+合作社+大户+小户”模式，建立
14 个茭白种植基地和扶贫车间，2
个茭白冷链库和 2 个交易市场，解
决了 2000 多人就近就业，带动贫
困户 3414 人实现增收。
　　 2020 年，南江县连片种植
3000 余亩，茭白产业初具规模。
　　丽水对巴中的产业扶贫、电商
扶贫、社会力量扶贫、劳务协作扶
贫，就是这么干出来的。
　　“千里协作无问西东，他乡故乡
追梦奔康。”李忠伟获得浙江省东西
部扶贫协作突出贡献奖。随他战斗
在巴中扶贫的丽水干部，都干出了
不平凡的成绩，分别被当地群众称
为“茭白县长”“网红县长”“花椒县
长”“茶叶区长”等。
　　“他乡是故乡。”李忠伟常挂嘴
边的这句话，见证了东西部扶贫协
作的制度优越性。

东西部扶贫协作路上的“奔跑达人”
“回首他乡是故乡”——— 浙江丽水援川干部李忠伟架起他乡与故乡协作之桥

李忠伟与丽水援川干部在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后合影（2020 年 6 月 19 日摄）。 李忠伟（右）在茶园查看茶叶生长情况（2020 年 9 月 11 日摄）。

  3 年来，李忠伟感受

最深的就是在巴山蜀水

间不停奔跑。一年近 50

个扶贫项目，他每个点都

要 跑 到 ，有 的 还 要 跑 很

多次

  “东西部协作的制度

安排，是要发达地区给西

部带来观念、资金、技术，

实现两地要素资源高效

配置。我是两地联络员、

协 调 员 ，就 该 架 起 协 作

之桥”

人 树 情 未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