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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藏北高原的西藏那曲，平均海
拔超过 4500 米，高寒缺氧，连树都无法
生长。

浙江省援藏干部、西藏那曲地区那曲
县委常务副书记王越剑说：“那曲苦，我们
就要在苦中做出更多的成绩，为那曲群众
多做一些事，让那曲发展得更快一些。只
有这样，才对得起我们在那曲吃的这份
苦，对得起援藏干部这个称号。”

作为浙江省援藏指挥部副指挥长、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那曲县援藏小组领
队、那曲县委常务副书记，王越剑在那曲
援藏 3 年间，带领大家全力实施民生援
藏、感情援藏、产业援藏、形象援藏，有效
推动了那曲县经济社会发展，在藏北草原
上满腔热血地谱写着干事创业、开拓创新
的援藏之歌。

带着感情援藏

“只有把自己当那曲人，才能干好那曲
事，尽到援藏干部的职责。”王越剑把改善
民生、凝聚人心作为援藏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将援藏项目、资金、工作向民生倾
斜，向牧区、牧民倾斜，大力实施民生援藏，
不断拓宽民生援藏的新领域，通过小康新
村建设、爱心慈善超市、支教活动、微笑行
动等给那曲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那曲县的全部 20 个项目、8000 万
元的计划内资金，80%以上都用在民生方
面。”王越剑十分舍得为民生花钱，却不舍
得为自己居住的浙江援藏公寓花钱。

浙江援藏公寓年久失修，房顶漏水，
瓷砖脱落，援藏同事看到那曲有的部门修
建了舒服的阳光棚，就劝王越剑用援藏资
金维修公寓，装上地暖。

但王越剑说：“我们的援藏资金有限，
要把钱用在支援西藏建设上。”

小康新村建设项目是改善民生的大
项目，王越剑将援藏资金的一半都投入到
这一项目。

香茅乡龙仁村原村民珠扎是小康新
村建设的受益者，他说：“我们都知道现在
住的房子是杭州的王书记援建的。大前
年下大雪的时候，王书记到村子里慰问，
说要让我早日住进新房，没想到第二年就
住上了。”

带着感情深入基层，是王越剑援藏 3
年的习惯。

他带领援藏干部每周至少花两天下
乡调研。“每到一个乡，他必进医院、学校，
必进村委会和牧民家里，看望慰问贫困
户。”浙江省援藏干部陈峰介绍说。

靠援藏资金能解决的事情有限，王
越剑就拓宽思路，吸取内地搞慈善活动
的经验，将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市场
运作结合起来，在那曲设立了第一个爱
心慈善超市那曲杭嘉爱心超市，帮助那
曲县特困家庭，目前已向特困居民发放
15万元爱心券。

教育援藏原本是那曲的短板，王越剑

不断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援藏的新机
制。在那曲的 3 年里，他走遍了那曲县 19
所学校，竭尽所能为学校解决问题。他组
织内地优秀教师到那曲县的 3 个小学开
展短期支教活动，又联系了杭州市上城区
教育代表团赴香茂乡中心小学探索内地
与那曲学校合作新模式，开通了香茂乡中
心小学与内地学校远程教育教学系统，让
牧区学生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杭州的优
秀教育资源。

“过去儿子一照镜子就大哭大闹，全
家人一起伤心。现在，儿子经常喊着要照
镜子、拍照片。这多亏了王书记。”扎西次
仁说，５岁的儿子泽郎次仁患上严重的唇
腭裂，在王书记的帮助下，免费做了手术，
现在恢复特别好。2014 年 4 月，王越剑牵
线中国微笑行动组织开展微笑行动走进
那曲活动，为那曲县 12 名儿童进行了唇
腭裂矫正手术。３年来，共有 55 名唇腭
裂儿童得到免费救治。目前，中国微笑行
动已与那曲地区卫生局签署合作协议，计
划在未来 3 年里，为那曲地区所有唇腭裂
儿童提供免费治疗。

打造那曲黄蘑菇品牌

那曲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很落后，
特别是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动力欠缺。

进藏前，得知那曲是西藏贫困人口最
集中、脱贫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王越剑
就开始思考如何把浙江经验带到藏北，帮

助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为此，王越剑带领援藏工作组深入调

研、探讨、论证，并制订方案，立足那曲县
的实际及资源，确定一、二、三产并进的方
式，提升牧民的发展理念，提高牧民收入，
推进经济均衡发展。3 年来，王越剑以特
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那曲特产黄蘑菇加
工项目和旅游景区建设为切入点，带领援
藏工作组不断创新产业援藏方式，突破那
曲县原有经济发展思路，引领那曲县经济
社会发展。

在“浙江援藏·那曲县特色产业示范
基地暨那曲县扶贫（农发）产业示范基地”
10个现代化设施大棚里，成熟的草莓鲜红
欲滴，白菜、西红柿等秧苗绿色茵茵。

进藏后，王越剑得知那曲 90%以上的
蔬菜水果都从外地运来。经过十几次的
走访，他提出在那曲打造果蔬种植产业的
大胆设想，并首次在海拔超过 4500 米的
那曲种出了草莓，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那曲高海拔的自然环境中孕育出不
少平原地区没有的土特产，黄蘑菇就是其
中之一。但黄蘑菇一直不为外界所认识，
仅靠当地百姓在青藏公路沿线贩卖，没有
形成规模。

“要提高黄蘑菇的‘身价’，就必须搞
深加工、产业化，打造那曲黄蘑菇品牌，将
黄蘑菇卖到外地去！”王越剑说。

2014 年，王越剑带领援藏工作组从
浙江蘑菇产地丽水引进烘干机器、配备发
电机，于当年 8月投产试运行。

以加工黄蘑菇为主的那曲源藏工贸
有限公司还带动 40 多名农牧民就业，农
牧民每月能挣 1500 元到 3000 元不等。
他们感激王越剑，亲切地叫他“蘑菇书
记”。

王越剑在日记里写道：蘑菇梦像我心
里的一团火，我要让它燃烧，越来越旺。

在旅游方面，那曲没有让人印象深刻
的景点或者拳头产品，旅游配套也十分落
后。王越剑和其他援藏干部一起，多次勘
察那曲县内的青藏公路，并邀请专家把
脉，确定建设杭措景区，为那曲旅游破
题。项目根据杭措的地理位置及藏北风
土人情特点，结合当今流行的元素，在
109 国道上建成集休闲、住宿、参与、观光
为一体的既有藏北风情，又有现代设施的
国际暗夜公园、高原自驾营地。

干字当头，与时间赛跑

每 个 援 藏 干 部 都 代 表 着 派 出 地 的
形象。

3 年来，王越剑一直把“走在前列、争
创一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作为自觉追
求。他以身作则，持之以恒抓队伍建设，
打造一支最优秀的援藏队伍，在那曲干部
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一到那曲，王越剑就把项目建设作为
重中之重，带领相关援藏干部马不停蹄地
做调研、忙调整，时不我待地做前期、抓开
工。2013 年 7 月 20 日，王越剑到达那曲，
25日上午，他就召集部分援藏干部及县财
政局、住建局、发改局等相关人员，听取有
关杭嘉小区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实地察看
了杭嘉小区。

两个月内，王越剑带着援藏干部完成
了全县 12 个乡镇的调研工作，还主持召
开大小会议 30 余次，对项目和资金的安
排进行论证。经多次和那曲地区发改委
及浙江援藏总指挥部沟通对接，调整上报
了 17个项目计划。

对他来说，援藏的 3 年就是与时间赛
跑的 3年。

在集中休假期间，他总是休假不休
息，四处奔波，为宣传援藏工作、拓展援藏
工作不懈努力，多次和浙江最有实力的设
计单位面谈，邀请他们为那曲的建设项目
提供咨询、设计等服务，积极走访政府相
关部门、企业和公益性组织，争取他们对
援藏工作的支持。在具体工作中，他和其
他援藏干部一起，干字当头，废寝忘食地
工作在一线。

“光杭措景区，王书记就来了不下 30
次，特色产业基地也去了 20 多次，还在现
场解决各种问题。”陈峰说。

作为那曲县援藏队伍的领队，王越剑
深知打造一支能干事、不出事的队伍对整
个援藏事业的重要性。3 年来，他带领援
藏工作组建立了夜学制度，完善了项目建
设和资金管理制度，建立了一支“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
结、特别能奉献”、“勇于创新、讲求实效”
的新时期的援藏队伍。

在那曲，有这样一句话，“躺着就是奉
献”。可是王越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
法，他说他是来干事创业的。

当好那曲人，干实那曲事
——记浙江省援藏干部、西藏那曲地区那曲县委常务副书记王越剑

本报记者 代 玲

迎着夏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甘肃省
华亭县安口镇华亭煤业集团矿机公司机加
二班班长、高级车工石子强来到车床前，整
理工作平台上的刀具，查看工件加工情况，
开始一天的工作。

在这个矿机厂里，石子强是数控机床
操作的“一把刀”。几年间，他先后参与研
发加工的煤矿井下用转载机机头、刮板机
机尾、皮带机滚筒等大型设备，成为周边各
个矿井井下生产的紧俏设备，为矿机公司
设备加工制造“车”出了一个新天地。

不惧难关重任

1987 年 出 生 的 石 子 强 ， 平 时 话 很
少，但说到车床操作的话题时，一脸的络
腮胡就马上活泛起来。

最近这几天，车间里加工任务紧，石
子强操作的数控龙门镗铣加工中心承接了
一台 830 型转载机机头、机尾加工任务。
他和师兄温红涛开始两班倒，常常是温红
涛走下机床，他走上机床。“第一次加工
830 型 的 转 载 机 ， 对 我 们 来 说 挑 战 不
小。”石子强说。

转载机机头上大约有 70 多个孔，每
个孔的孔径都不相同，所用的刀具自然
也不一样。“这次最让我们头疼的是遇到
了几个封闭式台阶孔。”由于主体已经焊

接完成，机床无法进到框架里面加工，
石子强他们反复琢磨实践，对刀具进行
改进，在刀具头上加装了一个镗刀，反
向向上镗削，很快解决了封闭式台阶孔
的加工问题。

在机床旁边的工作平台上，摆放着
40 多种不同规格的刀具，其中有 4 把经
过了石子强的改进。“改进后的刀具更适
应加工工艺需要，解决了许多难题，提高
了工效。”石子强说。

对石子强来说，刀具就是手里的“宝”，
决定着加工工件的精度、质量和加工效率，
而不到 2 厘米长的刀片尤为重要。“一个刀
片大约 40 元，加工中消耗量很大，好的刀
片车削速度快，切削表面粗糙度好。”石子
强说，为节约费用，他们想方设法提高刀片
使用效率。几年下来，仅刀具费用就为车
间节约资金上万元。

将误差降到最低

石子强是看图高手，拿到设备工件的
加工图纸，一眼看去就能心中有数。

生产技术科室绘制的图纸一般不会将
所有数据都标注清楚，这些就需要加工人
员自己推算，工件加工的数据稍有偏差就
会影响整个加工工序，丝毫不能马虎。

“所以，我们要更仔细，如果早发现问

题，提早沟通，就能保证加工过程顺利进
行。”石子强说。

2015 年初，矿机公司机加工车间接到
生产首台 764 刮板转载机机头的任务，石
子强操作的龙门镗铣加工中心承担了这一
任务。在加工过程中，他们发现机头减速
机连接板与机头连接孔中心线成 3 度倾
斜。“拿到图纸后，我们发现和以前刮板机
机头不一样，电机、减速机的 6 个孔跟链轮
中心线不是一个中心线。”石子强说。

面对这个从未遇到过的难题，石子强
与同事积极探讨，运用三角函数算出 6 个
孔的中心坐标，最后利用数控机床的特性
按中心线偏转 3 度画线，然后调整工件，
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

2015 年 8 月，矿机公司在研发液压
支架立柱千斤顶的过程中，要使用缸体加
工专用数控车床，但该车床的数控系统与
数控龙门镗铣加工中心数控系统不同，如
果程序错误会造成撞车。石子强仔细查阅
机床操作说明书，多方面查阅资料和相关
操作案例，研究加工工艺、机床性能、刀
具材料，解决了这一问题。“论数控加工
水平，石子强在我们车间数一数二，车
床、铣床、镗床他都能操作。”和石子强
同年参加工作的师兄李海龙说。

几年间，石子强加工的 730 型转载

机、764 型转载机等设备都顺利通过了煤
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评审，广泛应用于煤
矿井下生产中。

传承工匠技艺

温红涛比石子强大一岁，两人共同操
作这台龙门加工中心，被大家称为车间里
的“最佳拍档”。

“我觉得应该从外面画线，用刀具车
削，这样精度高一些。”“不行，你看看这个
材料，它的硬度很高，用这个刀具没法保证
精度。”两人时常在车床前争论，温红涛谨
慎稳重、性格柔和，石子强胆大心细、性格
直率，争论往往以两人的和解告终。他们
总会在争论中根据加工要求、材料类型等，
选择更为科学合理的加工方法。

有一次，华亭煤业集团煤制甲醇公司
气化车间的一台设备缸体出现了不规则裂
纹，这类缸体是从德国进口的，如果更换
新的，需要 3 个月的时间，而且价格昂
贵。煤制甲醇公司找到了矿机公司。石子
强和温红涛决定将这个活儿拿下来。他们
参考专业探测人员界定的裂纹范围，确定
了铣削方案。3 天半的时间里，两个人每
天早上 7 点开始工作，晚上 10 点以后休
息。“当时我们没有接触这样的工件，连
刀具都没有，就在网络上查找，看用什么
样的刀具最能保证精度。”他们顺利完成
了缸体的铣削任务，为后续焊接打下了良
好基础。

2 人在工作生活中建立起了亦师亦友
的深厚情谊，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也为其
他工友传经送宝。2015 年，石子强被评为
华亭煤业集团劳动模范，温红涛连续两年
被评为华亭煤业集团明星员工，2014 年获

“十佳青年”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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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位 79 岁的老

人，生活在普通的铁路小
区；她是革命烈士后代，有
着坎坷的身世，71 岁终于
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多年来，她无私地为铁路
小区建设和生活困难群众
捐款、捐物、献爱心，被人
们誉为“活雷锋”和“铁路
系统的吴天祥”。她就是
湖北省襄阳机务段退休职
工肖文智。

烈士后人跟党走

坎坷的身世和曲折的
经历，铸就了肖文智对党
最真诚的爱。肖文智出身
于革命家庭，其父 1936 年
参加革命，时任中共湖北
天门地下党特支书记，由
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秘密
杀害。她 9 岁便挑起了养
家的重担。历经岁月磨
砺，她深深懂得了父亲的
牺牲是多么的神圣和光
荣，也感受到了乡亲邻里
接济救助的宝贵和温暖。

“我是一名烈士的后
代，继承先烈遗志，永远做
党的人是我的毕生追求！”
2008 年 5 月，肖文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圆
了多年的入党梦。

“我入党时间短，不知道还能交几年党费，我自
愿每年上缴1万元特殊党费，尽一个新党员的心愿！”
简单淳朴的话语，折射着她对党的忠诚和挚爱，也彰
显着一名老党员知党情、报党恩的朴素情怀。

照亮小区居民心

2004年，肖文智搬到武汉莲溪寺南村铁路小区居
住。这是一个上世纪建造的老旧小区，治安管理、环境
卫生较差，给小区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和安全隐
患。但随着她的到来，小区的面貌在悄然发生变化。

入住不久，肖文智就发现，院内没有路灯，晚上
给小偷造成可乘之机。老人为此忧心忡忡：安全没了
保证，职工群众就不会安心，建设和谐小区和促进铁
路安全生产就无从谈起。为此，肖文智拿出 3000多
元，请工人沿小区围墙安装了11盏路灯。灯亮了，小
区的安全系数提高了，居民的心也敞亮了。

由于肖文智心系小区、热心为群众办事，很快就
被居民推选为业主委员会主任。上任后，她积极组
织开展小区安全年创建活动，协助小区物业制定了
20 多项安全管理措施，自己还经常主动到小区内巡
逻、查岗。

从 2010 年开始，为激励小区保安工作热情，她
自掏腰包为保安设立了“金星奖”。辛勤的付出换来
的是小区的长治久安。6 年来，这个小区没发生过
一起入室盗窃和摩托车、自行车丢失案件，成为武汉
铁路局名副其实的“铁路安全小区”。

小区的下水道臭气熏天，她打市长热线、找水务
集团，直到问题解决；与小区一墙之隔的莲溪寺食堂
黑烟扰民，她与莲溪寺方面一次次联系协商，直到对
方迁移食堂；困难户罗大妈家的房子墙面渗水，苦不
堪言，她花了 1200 元请人铲平墙边的土坡、清理了
水道⋯⋯肖文智到底为小区做了多少好事，没人能
算清楚。

小区有位业主长期拖欠物业费，她先后 6 次爬
上 6 楼登门做业主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
终，这位业主被老人的行为所感动，心悦诚服地缴清
了拖欠 10 年的物业费。为建立和谐的家庭邻里关
系，她主动做调解工作，先后为 28 对吵架夫妻化解
矛盾，使 2对离婚夫妻破镜重圆。

做好事的“活雷锋”

“我要一辈子做好事！”肖文智是这么说的，也是
这么做的。

襄阳机务段随州已离休的原党支部书记王春民
这样评价肖文智：“我当青工的时候，她在单位就是
个‘活雷锋’。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一直坚持做好事，
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邻居杨嫂以拾垃圾为生，从不吃早餐，得知这一
情况后，肖文智从 1996 年开始，每年资助她 240 元
早饭钱，后来物价上涨，每年就资助 400元。

从 2005 年 至 今 ，肖 文 智 每 年 春 节 都 会 拿 出
3000 元至 5000 元寄到单位离退办，委托组织慰问
离退休职工。每年回乡探亲，她都会给老家村里的
困难户送上二三百元钱；每逢端午、中秋，她总要给
小区和老家的孤寡老人送（寄）粽子、月饼。

据估算，几十年来，肖文智向社会捐助、上缴特
殊党费等已达几十万元。这位老人朴实地说：“钱放
在账上只是一串串数字，用在需要的地方就是一片
片温情。”

武汉铁路局襄阳机务段退休干部肖文智

：

﹃
我要一辈子做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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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越剑（右四）

到黄蘑菇加工厂查看情

况。

（资料图片）

▶ 王越剑抱起那

曲唇腭裂患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