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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双钱的手骨节突出，指甲修得短短
的，还微微有些发青——这是 35 年来长期
接触漆色、铝屑留下的痕迹。

他是中国商飞上飞公司数控机加车间
钳工组组长，在这个车间已经工作了 35
年，经他的手制造出来的零件被安装在近
千架飞机上。

胡双钱自幼特别喜欢飞机，从技校毕
业后，他被分配到 5703 厂飞机维修车间。
可以近距离接触飞机，他别提有多兴奋
了。实习期满后，胡双钱来到了数控车间
钳工组。他从不挑活，通过完成各种急件、
难件，他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期间，他见
证了中国人在民用航空领域的第一次尝试
——运 10 首飞，这成为他一生中的骄傲。
然而，喜悦还没散去，运 10 便因多种因素
下马。对此，胡双钱内心有说不出的难过。

运 10 下马后，原本聚集了一大批航空
人才的上飞公司冷清下来。说起这段经
历，胡双钱有些哽咽。当时，工厂门口停满
了前来招聘技术员工的企业专车，不少人
离开了工厂。胡双钱也收到了邀请，一家
私营企业的老板为他开出了 3 倍工资的高
薪，但他拒绝了，选择了坚守。运 10 下马
后，工厂只能承接一些民品，那段时间，他
加工制造过电风扇、绞肉机等设备的零部
件。“用造飞机的技术生产出的民品，质量
特别好，深受百姓欢迎。”胡双钱自豪地说。

当我国新一代大飞机 C919 正式立项，
胡双钱感觉实现梦想的时候到了，他又忙
了起来，常常在数控机加车间里连轴转。
他加工的零部件中，最大的近 5 米，最小的
比曲别针还小，有时还要临时“救急”。一
次，厂里急需一个特殊零件，为了不耽误工

期，只能现场临时加工。这个任务交给了
胡双钱。这个零件的精度要求是 0.24 毫
米，不到一根头发丝直径的二分之一，本来
要靠细致编程的数控车床来完成，但当时
只能靠胡双钱的一双手和一台传统铣钻
床。他用了一个多小时打出 36 个孔，这场

“金属雕花”结束后，零件一次性通过验收。
胡 双 钱 对 自 己 的 手 有 信 心 ，这 来 自

于 他 常 年 累 月 的 磨 砺 和 从 不 松 懈 的 严
谨。读书时，他的老师经验丰富、作风严
谨。“老师常说，学做人是首要的。干活，
要凭良心。”这句话对他影响很深。

2003 年参与 ARJ21 新支线民用飞机
项目后，胡双钱的“质量弦”绷得更紧了。
不管多么简单的加工，他都会事前认真核
校图纸，操作时小心谨慎，加工完多次检
查，“慢一点、稳一点，精一点、准一点。”

一次，胡双钱按流程给一架在修的大型
飞机拧螺丝、上保险。“我每天睡前都喜欢‘放
电影’，想想今天有没有做好。”那天回想工
作，胡双钱对“上保险”感到不怎么踏实。思
前想后，次日凌晨3点，胡双钱又骑车赶到单
位。当他拆去层层外部零部件，看到保险出
现时，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干了一辈子，老胡才贷款买了个小房，
全家最大的财富就是一摞摞的奖状。他毫
不保留地把最宝贵的技艺全部传授给年轻
人，在上飞公司技能大赛中，他班组里的 3
位参赛选手，曾经囊括了钳工技能比赛前
三名。

“参与研制中国的大飞机，是我最大
的荣耀。”胡双钱说，“再过 5 年我就退休
了，要抓紧时间，为中国大飞机多做一点
贡献”。

第五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胡双钱：

为 国 产 大 飞 机 造 零 件
本报记者 佘 颖

10 月 19 日，黑龙江省绥
棱县境内总投资 38.25 亿元，
5.3 亿立方米库容的阁山水库
项目获得国家批准，这项重点
水利工程将于 10 月 25 日正式
开工，将惠泽包括绥棱、北林、
兰西、望奎等县区的千百万亩
良田。

喜讯传来，绥棱县委书记
王安欣喜不已，他为之日夜操
劳的这件大事终于落地。

其实，这一偌大水利工程
的投建源于一则民情微信。去
年 5 月 10 日，正值绥棱水稻春
播时节，急需“泡田水”和“返青
水”春灌。此时，王安收到上集
镇诺敏河村民微信，反映 20 多
万亩农田春灌缺水。究竟是什
么原因缺水？后经实地调查发
现，今春“桃花水”来得早去得
快，全县不光上集镇，阁山乡、
长山乡等镇都严重缺春灌水。
王安马上联系县水务局，全力
组织抗旱打井 600 多眼，确保
全县 75万亩水田适时春播。

此事极大触动了王安，缺
少水利灌溉工程才是问题症结
所在！经现场调查发现，原来
这里规划建设阁山水库，但投
建断续被搁置 56 年。在前期
调研之后，王安不厌其烦地多
次向上级领导部门和省市相关
部门协调、汇报，最终促成阁山
水库的投建。

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能在一年内完成前期
可研、申请、报告、审批等事宜，王安不提个中艰
辛，只是不经意地告诉记者，1 个主报告、3 个分报
告，堆起来有两小车。

书记上微信解民情，已在绥棱传为佳话。
2014 年 2 月 ，王 安 上 任 一 周 即 开 启“ 民 生 热
线”——4620000，从去年 4 月初到今年 9 月底，
民生热线共接待投诉 600 多件，当场处理 569
件。同时王安书记自称“绥棱人”开通微信，要求
各乡镇党委书记及各部门一把手都加他微信。每
晚回家王安要回复群众微信一个多小时，一天最
多有百八十条。

如今，“绥棱人”的“微友”增加到近千人，已帮
助群众解决 230 多项供热、停车、物业、低保、房
修、城建、环保等问题。

民情微信，民生大事。前不久，有“微友”向
“绥棱人”反映假低保等问题。王安查实后立即组
织县纪检委、民政局、监察局等部门成立多个清查
组，挨户按人核实，总共清查 2024户假“低保”，实
行从村到屯“按户施保”，新增 700多户应保户。

王安说，“网上查民情，不能以‘键对键’取代
‘面对面’”。他在与“微友”交流中知悉，建蘑菇大
棚是富农好项目，便直接到种植户大棚现场算账：
建一亩大棚需要 2.64 万元，买 1.8 万袋菌种需要
2.7 万元，一亩大棚蘑菇净赚 3 万元。王安意识到
建蘑菇大棚的好处，协调金融机构，帮助种植户解
决贷款 7000多万元。

王安说，开通民情微信，除了服务百姓外，还
要深怀引导之责。为此，全县 76 个村屯办起农民
夜校，在传授各种农业技术的同时，王安还带动各
级一把手讲党课近百次，绥棱县委因此被授予全
省学习型党组织标兵。

副县长董双清说，“绥棱人”民情微信，真正带
来乡镇干部作风的转变，疏通了老百姓诉求渠道，
使党的威信提高了！

民情微信只是王安创新群众工作一个抓手，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责，督促他不负众望、不
辱使命、不懈进取。今年以来，绥棱县签约合作项
目超过 50个，引资超过 150亿元。

一位县委书记的民情微信

本报记者

倪伟龄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的张静红曾经是一名下

岗女工，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自主创业，不但

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还帮助 300 多名下岗失业

人员实现再就业。

2004 年，张静红多方筹集资金，成立了衡水

鑫越手工编织厂，通过一年的努力，开拓了一片市

场。在桃城区河西街道办事处的帮助下，张静红

建立起手工编织培训基地，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

编织培训。如今，张静红的鑫越手工编织厂已经

在衡水市区拥有 4 个加工分部，有帽子、围巾等 50

多类产品，年销售收入上百万元。

图为张静红在制作编织品。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巧手编织创业梦

青瓦白墙，花团锦簇，泉清路洁，宁静
祥和，这是郑家庄给《经济日报》记者的第
一印象。细看时还会发现，在一栋栋青瓦
白墙的白族传统民居上，有些还加上了藏、
彝、傣等民族民居的元素。

郑家庄隶属于云南大理洱源县三营
镇，居住着汉、白、藏、傣、纳西、傈僳、彝 7
个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村。虽
然地处欠发达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但郑家庄村人均收入却突破了 1万元。

村民说起他们的致富三宝“药材、奶
牛、烤烟”滔滔不绝，但一说起村里人增收
致富的事，他们说最好去问问何国祥。

茶马古道上的美丽乡村

何国祥是郑家庄村党支部书记。他没
有回答村里人如何做药材生意致富的问
题，而是让世居的老人郑晓东讲起了郑家
庄的历史。

75 岁的郑晓东儿时听他的爷爷讲过，
元世祖忽必烈入大理时以三营为吐蕃襟
喉，留军 300户镇守，其中两名郑氏将军驻
扎于此，并不断繁衍生息，形成村落，村内
居民以郑姓居多，就叫作郑家庄。

郑家庄刚好位于久负盛名的滇藏茶马
古道沿线，这条连通中国西南的商路还是
各民族迁徙、交流、融合的大走廊。

何国祥记得，他爷爷辈赶着牛马从迪
庆的香格里拉一路放牧来到这里，因为这
里气候宜人、牧草繁茂就留了下来。1959
年，国家把多年游牧的 7 户藏族人和从西
双版纳来的 2 户傣族人安置在郑家庄。因
为婚姻、迁徙等原因，村里现在共居住着 7
个民族 125 户 525 人，成为“七个民族一家
亲”的大家庭。

郑家庄村曾获得过一系列荣誉：云南
省第一批民族团结示范村、第四届全国文
明村镇等，成为洱海源头的幸福之村、美丽
之村、团结之村、民主之村和法治之村。

中药材铺就致富路

当年还在搞大集体经济时，何国祥就凭
着对藏药的熟悉走上了药材经营之路。后
来生意越做越大，他就想帮乡亲们也富起
来。然而，要让世代务农的村里人跟着做生
意谈何容易，虽然村民们十分羡慕他，但都

不敢跟着干。他就从亲戚朋友开始做工作，
动员他们和他一起闯市场。为帮助乡邻们
尽快掌握药材营销知识，何国祥一有空就向
他们介绍经验。在他的影响下，乡亲们的思
想观念逐渐转变了。

王洪康是何国祥的徒弟，当年家里生
活非常艰难，十五六岁起就跟着何国祥一
起到迪庆、丽江等地方做药材生意。何国
祥没有一点私心，从识别和了解各类中药
材的功效教起，慢慢地，王洪康有了一些做
生意的经验。1998 年，王洪康结婚了，何
国祥又拿出钱让他自立门户，还出面担保
向农户赊药材、找合作、找销路。2008 年，
王洪康回到村里拆掉破旧的老房子，花 30
多万元盖起了一栋楼房。在感激何国祥之
余，王洪康也从他身上学会了如何帮助别
人。如今，王洪康带出去做药材生意的已
经有十来家人，做得最好的年收入可达 40
万元。现在，王洪康回家照顾女儿，妻子留
在新疆打理生意，每年约有 15 万元的收
入，他说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村里的工
作，有更多精力帮助村里人了。

村民小组长杨秀弟因这几年村里事情
多很少出去，但他的中药材生意每年也有

十多万元收入。杨秀弟是藏族人，他的父
母因为常年游牧，很早就开始接触运输与
药材生意，1982 年，村里实行包产到户后
就做起中药材生意。在父母的耳濡目染
下，杨秀弟 1995 年初中毕业后也开始做药
材生意了。致富不忘恩，杨秀弟小时候就
常常听父母说起，当年他们刚到郑家庄时
村里人十分照顾，于是，他也开始带村里人
做生意，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在郑家庄，这样相互帮助、相互带动的
例子比比皆是，如今，村里超过六成的人忙
时务农、闲时经商，把药材生意做到了北
京、上海、广东等地，已逐步形成“宜商则
商、宜工则工、宜农则农，以商养农、以农供
商”的良性发展格局，群众的增收渠道不断
拓宽。去年，全村种植烤烟 130 亩，农民烟
叶收入 75 万元，乳牛存栏 198 头，乳畜业
收入 125 万元。在何国祥的带动下，“先富
带动后富，富的帮助穷的，自己富还得大家
富”，各族群众相互学习、相互帮扶，郑家庄
村成为民族团结、群众安居乐业的社会主
义新农村。

七个民族一家亲

郑家庄的湿地公园内有一座造型奇特
的凉亭，亭顶的宝柱是傣族的建筑样式，下
面的圆顶是汉族的风格，柱梁则是藏式风
格，凉亭的红、白两色，则各体现了彝族与
白族的文化色彩，而傈僳族与纳西族的文
化特点则主要体现于建筑上的文字。在郑
家庄生活的 7 个民族相处融洽、相互联姻，
在精神与文化上也融合在了一起，这个凉
亭就是 7 个民族一家亲的体现，真切表达
了民族团结的心愿。

不团结、不和谐，何谈发展！用何国祥
的话说，就是“好比有一堵墙、一条沟，那就
过不去了”。

郑家庄就是在民族团结、共生共荣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何国祥回忆起父辈讲
述的刚到村里的情景，初迁入郑家庄，他们
藏族人会放牧不会耕种，是村里人手把手
教他们，才不至于饿肚子。后来藏族人教
会其他民族的人经商，才有了全村人的小
康生活。

“郑家庄今天变模样，我们大家来夸一
夸，呱呱叫的村领导，真是好，哟喝。风景
如画的郑家庄，靠的是村里的领头羊，民族

团结齐努力，郑家庄一定更兴旺。”何继莲
家里传出了她自编自唱的歌声。

何继莲是村里阳光文艺队的组织员，
她们的队员都会 7 种少数民族的歌舞，在
农闲时自娱自乐，也起到了政策宣传和弘
扬民族文化的作用。

阳光文艺队只是群众自发组建的一个
组织，村里还组建了中青年联谊协会、老年
协会、治安巡防队，闲时组织联谊活动，开
展各种文化娱乐，组织互助活动。村里还
选举产生了由 7 个民族代表组成的村民议
事小组、村务监督小组和理财小组，实现民
主议事。

强班子成就云岭楷模

“曲登，我家后院的老房子要改造搞农
家乐，去帮忙看一下。”“曲登，今年药材价
格跌得狠，我怎么办？”“曲登，明天我家收
粮，请帮帮忙。”⋯⋯

郑家庄人还是喜欢叫何国祥的藏族名
字——曲登，谁家有难事都去找他帮忙，不
管哪家要制定发展思路都叫他出谋划策，
谁要走出创新的第一步也请他领领路。

“一家人过日子，要有领头人，更要有
主心骨。”村支部书记何国祥就成了郑家庄
村民依赖的领头人和主心骨。

郑家庄结合多民族杂居的实际，以建
强班子、建强阵地、提升素质、激发活力为
抓手，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支
部核心领导作用。村里还采取各民族党员
交叉包户的方式结对帮扶不同民族群众，
与村民一起谋划产业发展路子，在相互帮
扶中促进了民族团结。

郑家庄，这个民族众多的小村庄美丽
富足、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今年 8 月，被云
南省委宣传部命名为“云岭楷模”。

民 族 团 结 的“ 云 岭 楷 模 ”
——记云南省大理洱源县三营镇郑家庄村

本报记者 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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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纳西族老人和秀清（右）的木瓜园每年有近万元的收

入，趁太阳好与老伴郑林生一起翻晒木瓜片。 郑 义摄
图②② 何国祥整理药材。 郑 义摄
图③ 郑家庄村村貌。 郑 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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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庄村是云南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

居村落，自身条件并不具备什么优势。但

这个看似普通的村落，却成为云南省第一

批民族团结示范村、第四届全国文明村镇、

云岭楷模。

郑家庄的美不仅在于环境之美、宜居

之美，更在于乡风文明之美、民族团结，共

生共荣之美。7 个民族彼此生活习惯不

同、语言不同，却能在 50 多年里和睦相处、

亲如一家。他们水乳交融，相互帮扶，共同

跨入小康行列。民族团结重在交心。汉族

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

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郑家庄正是

“三个离不开”思想的成功践行者，也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成

功实践者。

郑家庄发展到今天，靠的是有一个被

群众视为“主心骨”的基层班子和领头人，

有一个坚强、团结、能干事的党支部。多年

来，郑家庄紧紧围绕抓党建带队伍、抓法治

重民主、抓产业强基础、抓团结促和谐，结

合多民族杂居的实际，建设坚强有力的领

导班子，提升党员和群众综合素质，充分发

挥出了党支部核心领导作用，并建立了一

套符合自身村庄发展的基层管理制度，才

有了这番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

景象。

要抓实民族团结和谐发展工作，就得

像郑家庄的干部一样，有为有担当，弘

扬无私奉献的精神，自觉做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做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者，全面贯

彻党的民族政策，不断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发展。

团结和睦 共生共荣
郑 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