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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泥人”

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刘济伟：

林 果 扶 贫 结 硕 果林 果 扶 贫 结 硕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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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黄新发——

这个这个““金牌调解员金牌调解员””给力给力
本报记者 王轶辰 通讯员 徐卫华

急流中，他们用生命擦亮党徽
——记抗洪英雄、优秀基层党员干部匡美建、邓旭、程扶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龙 群

从企业家变身“玩泥巴”的手艺人，从繁华的北京回到偏僻
的村庄，在同行眼里，申振英这个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有点“不
寻常”。

今年56岁的申振英，是河北深州市大冯营乡李村人，大冯营
乡是历史悠久的深州黑陶生产地。20岁时，申振英拜当地黑陶艺人
付顺府为师，学习黑陶制作。从部队转业后，申振英在北京成为企
业家。

2013 年，申振英得知，因师傅患病，家乡的黑陶已停产 3
年。“传承了几千年的古老工艺不能就此失传。”申振英决心返乡

创业，继承和抢救黑陶技艺。
深州黑陶，堪称“东方艺术珍品之瑰宝”，其工艺流程为手工

制作，独具技巧。申振英请来从事黑陶制作50多年的老艺人李群
生作指导，把歇业3年的制陶艺人重新聚集起来，注册成立中国深
州市鸿福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深州黑陶工艺品生产。

如今，申振英创作生产的黑陶产品多达 220 余种，远销美
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制作的黑陶工艺品《双龙戏珠
弟子规全章》，在河北省特色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中荣获金奖。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影报道

阜平县地处河北省保定市西部的太行深山区，自古
便有“冀晋咽喉”之称。这里不仅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
是国家级贫困县，人均耕地面积仅0.96亩。据当地干部
介绍，阜平种植玉米，每亩效益超不过 1000 元，种植大
枣，也因管理粗放、模式落后，经济效益低下。

2014 年，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林果专家刘
济伟被选为挂职干部，前往阜平县担任副县长，协管
农业、林业和扶贫产业 （林果业） 工作。3 年来，刘
济伟把自己的专业与阜平县实际相结合，促进当地发
展晚熟桃、苹果、葡萄等优质、高效水果种植，探索
出一条产业扶贫的新路，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

“林果县长”。
经过深入调研，刘济伟发现阜平具备发展高效林果

产业的自然条件。在他的推动下，阜平县明确了“以发
展苹果、晚熟桃、葡萄等为主的果树种植，全力打造京
津冀地区优质特色果品生产供应基地”的产业发展定位。

发展路线明确了，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水果种植
对阜平大多数农户而言是个新事物，很多人担心赔钱。
为了打消农户疑虑，2015年3月份，刘济伟在阜平县固
镇村牵头建设葡萄种植示范园。从果园选址到现场施工
再到实施细节，他都全程参与，一丝不苟。

2016 年，葡萄首次挂果，亩产就达到 700 多公
斤。在周围县市葡萄批发价格只有每公斤3元左右的情
况下，阜平葡萄种植园产出的葡萄因品种优良，管理规
范，品质极佳，售价高达每公斤20元仍供不应求。“只
有干在前头，干出实效，切实解决群众的担忧和困难，
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刘济伟说。

随着阜平县林果产业的发展，刘济伟觉得单凭自
己的力量已无法满足果农的技术需求，他建议县里组
建一支县级林果产业技术队伍。经过精心筹备，2016
年 6 月份，该县成立了林果特色产业专家服务组，每
种果树聘请 3 名实践经验丰富的果树专家，每天在县
内巡回指导，为各个果园提供一对一的全方位技术服
务，并定期组织果农培训技术，提升果农果树种植专
业知识。

3年里，刘济伟走遍了阜平的山山水水，几乎每处
果园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是刘副县长让我们由种
玉米变成了种果树，由果树管理的‘门外汉’变成了掌
握技术的‘土专家’，由亩收入不足千元变成了上万
元。俺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底气更足了！”阜平县的果
农从心里感激这位脱贫有方的“林果县长”。

入汛以来，江西省连续遭遇罕

见暴雨袭击，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灾难来

临，广大基层干部心系群众、身先

士卒，冒着生命危险展开抗洪抢

险。匡美建、邓旭、程扶摇三位基

层干部，以实际行动在急流中谱写

了一曲为民壮歌——

▲左一为程扶摇。

6 月 24 日凌晨 2 时许，江西九江市
修水县杭口镇双井村水源塘水库堤坝出
现险情。闻讯后，镇党委书记匡美建带
领副镇长邓旭、主任科员冷春生、杨坊村
村主任助理程扶摇、镇城管队员郭礼华、
镇桑管员唐文等 5 名干部乘坐皮卡车，
紧急赶往现场察看汛情，转移受困群
众。途中，他们乘坐的车辆被突如其来
的洪水冲走，程扶摇不幸牺牲，匡美建和
邓旭至今下落不明。

匡美建：

因奉献而壮美

杭口镇位于修水县中部，距县城19公
里，这里是北宋著名书法家黄庭坚的故
里。洪水来袭，洪魔把这方人杰地灵、山
明水秀之地肆虐得几成泽国。

洪水退去，杭口镇老杭口大桥附近
的一大片庄稼地里，一垄垄玉米齐刷刷
地倒向水流方向。不远处，一辆车牌号
为“赣 G06N88”的皮卡车突兀地横在田
野里，格外显眼。

至今，当地还没放弃对失联干部的寻
找。“匡美建⋯⋯邓旭⋯⋯”在南圳大桥，
在修江两岸，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当地干部
群众揪着心忍着泪，边搜寻边呼唤。

1999 年从九江师专毕业后，匡美建
一直在乡镇基层工作。今年 42 岁的他
在 18 年工作经历中，曾多次与洪灾正面
交锋。每次面对洪魔肆虐，他总是冲锋
在前。2011 年，修水遭遇“6·10”特大洪
灾，时任大桥镇镇长的他与镇村干部冒
雨及时抢修被洪水冲垮的河堤。当时，
他硬是一个人扛运了 100 多个沙包。在
他的带领下，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保住了
下游5000多亩稻田和3500 多户村民的
安全。

每到任一地，匡美建一心想着的就
是为民干事。渣津镇黄坊进东港的公路
特别窄，极易堵车。2014 年底，匡美建履
新东港乡党委书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争取各方支持，投资 500 万元按照三级
公路标准改造升级这条让群众苦不堪言
的黄东公路。此外，他还筹资近 700 万元

新建了一条全长 1.6 公里、7 米至 9 米宽
的滨河路，新修东渡港、龙湾和万家坪 3
座大桥，彻底解决了当地群众的出行
难题。

修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卫红渠是
东港乡桂坳、东港、东源等 3 个行政村
3100 亩良田的主要灌溉渠，因年久失修
灌溉能力大大减弱。见此状况，匡美建
多方筹资 300 万元对全线渠道实施维修
改造。“卫红渠改造好后，水稻可以旱涝
保收了，这真是一件大实事、大好事！”当
地群众交口称赞。

去年 6 月份到任杭口镇党委书记
后，匡美建和镇班子成员又按照“交通重
镇、旅游强镇、产业大镇、三农稳镇”的发
展思路，做大做强旅游产业，致力打造县
城后花园。

“匡书记是位好干部，双井旅游开发
征地拆迁、贫困无房户安置房建设包括
杭口村中心村建设等，每一项工作他都
亲力亲为，晚上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
杭口村村委会主任董木生说。

邓旭：

如旭日暖民心

“去年 6 月，邓旭就是从我们镇提拔
到杭口镇任党委委员、副镇长的，他是镇
里提拔的 4 名年轻干部中，镇党政班子
投票和民主测评得票最高的，大家对他
都非常认可。”在邓旭曾经工作过 3 年的
宁州镇政府，镇党委书记吴干金对邓旭
满口称赞。

1985 年出生的邓旭是永修人，2006
年从江西师大毕业后自谋职业；2011
年，通过公务员考试，来到修水偏远乡镇
黄龙乡工作。工作没两年，这个永修小
伙硬是学会了修水方言。

正是因为在黄龙乡的优秀表现，
2013 年，邓旭被选调到县城郊镇宁州镇
工作。作为黄田里组团工作组成员之一，
他一落脚就担当大任：负责组团征地拆迁
等协调服务工作，并兼任工作组出纳。

“两年多时间，小邓经手的征地拆迁
补偿款有 1 亿多元，可他从来没出过差

错。”在宁州镇农技推广站站长周先玉眼
里，邓旭是个责任心很强、做事特别细心
的好小伙。“他每天白天在村里忙完工
作，晚上还得回家加班盘点账目。要管
好这 1 亿多元的账目可不简单，可他任
劳任怨，把每一笔账都搞得清清楚楚。”
周先玉说。

邓旭非常体恤老百姓，及时发放每
一笔款项。“村里发放青苗补偿款时，他
经常连夜骑电动车把钱送到村民手上。”
黄田村支部书记朱水友说。

即便调任杭口，邓旭依然惦记着村
里的事。“有一次，小邓路过我们村时，发
现路上有垃圾堆放，便打电话给我，提醒
我及时清理；今年 4 月份，一次他看到村
里附近有烟火就打电话让我到现场察
看。”朱水友对此非常感动。

“不管天寒酷暑，每天骑一辆破旧的
电动车，背着一个挎包和一个旧水壶，这
好像是他不变的行头。”与邓旭在宁州镇
共事 3 年，陈水林眼中的“旭哥”特别朴
素。也正是这份接地气的朴素，邓旭很
容易和村民们打成一片，黄田村的 2000
多村民都和他很熟。

手头上有大量工作要做，但邓旭还
关心着村民们的家长里短。黄田村村民
吴济民家里负担较重，一度经济拮据，
夫妻俩不时闹矛盾。驻村 3 年间，邓旭
没少帮他们调解。“他年纪虽比我小很
多，可他说话有水平，经过他的疏导，
我们家庭关系和睦了。他失踪这几天，
我拼命地在河两边的茅草堆里翻寻，找
不到小邓，我怎么能停下来啊⋯⋯”吴
济民眼里噙满泪水。

程扶摇：

万里扶摇无悔

杭口镇茅坪村年近八旬的张先行、
陈丽华夫妻俩是程扶摇的精准扶贫帮扶
对象，听到程扶摇遇难的消息，老两口一
夜未眠。

出生于 1989 年的程扶摇是修水县
人，2011 年从东华理工大学毕业，在外
工作两年后于 2013 年考上“大学生村

官”，被分配到杭口镇杨坊村工作。今
年年初，他调任茅坪村担任扶贫工作组
组长，主要负责村里扶贫工作，并对接
帮扶张先行一家。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里，他给张先行出主意，通过养鸡补贴
家用，还帮助陈丽华解决了残疾认证
问题。

听到噩耗后，茅坪村村党支部书记
陈华东悲痛不已。当初，镇里安排程扶
摇到村里工作，陈华东觉得他年纪轻，并
不接受他。但共事后，陈华东对他刮目
相看。

程扶摇在繁杂的工作中坚持做到了
“三勤”，一是脑勤，爱钻研，充分利用
点滴时间熟悉政策、文件；二是手勤，
坚持加班加点，反复核对、修改；三是
腿勤，经常进村入户核实核对数据信
息，并宣传好相关政策。他跑遍了全镇
384 户贫困户，扶贫日志上密密麻麻记
满了贫困户基础信息，扶贫数据不断调
整更改，他忘我工作，一门心思扑在扶
贫中，成为杭口镇攻坚脱贫的“活字
典”。县里业务部门到杭口镇督查，只要
报出贫困户的名字，不用看档案资料程
扶摇就能准确说出贫困户的家庭住址、
致贫原因、帮扶措施等信息。

除了做好驻村工作，程扶摇还协助
镇里开展政法综治、精准扶贫易地搬迁、
新农村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工作不问
分内分外，从无半句推脱。“头两天，我还
给他传了一份文件。”杭口村村干部刘娇
莹掏出手机，看着她和程扶摇的聊天记
录，说起工作上的点点滴滴，泣不成声。

“来到我们村之后，他基本上就没有双休
过，晚上加班整理材料是常事。有时一
忙就是通宵，十天半个月也难得回家一
次。”陈华东说。

6 月 23 日下午，程扶摇参加镇里扶
贫工作会议，晚饭后就留在单位加班，
一直忙到晚上11点才回家。24日凌晨1
点多，程扶摇接到镇里的电话，有两个
村面临洪灾，需要紧急组织疏散村民。
放下电话，程扶摇来不及和家人道别便
驱车赶往杭口。不曾想，这一走竟成了
永别。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右一为邓旭。▲右一为匡美建。

①①

②②

③③

①①申振英在精心制作产品申振英在精心制作产品。。

②②申振英申振英（（右右））向顾客介绍黑陶工艺向顾客介绍黑陶工艺。。

③③申振英在窑里检查刚刚烧好的产品质量申振英在窑里检查刚刚烧好的产品质量。。

他叫黄新发，是江西鹰潭贵溪市滨江镇的一位退休
干部，大半辈子从事基层调解工作。虽已年过古稀，仍奔
波在田间村头调处矛盾纠纷。在当地干部群众心中，这
位去年底获国家司法部表彰的“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是
当之无愧的“金牌调解员”。

虽说离开工作岗位已经 11 年了，但只要有事，群众
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黄新发。前些天，江南村仰潭组的
毛桥福与邻居毛福林因为一些琐事杠上了，无奈之下又
找到他。

毛桥福与毛福林论辈分是叔侄关系，10年前，毛福林
还将自己家地腾给了毛桥福建房。然而，在这次村民大会
上，这位自家的叔叔非但没有支持他提出来的征地款分配
方案，还带头提了反对意见，这让作为村理事长的毛福林觉
得很没面子，一气之下用石头把毛桥福家的出门路给堵了。

为了调解毛家叔侄的矛盾，黄新发拖着病重之躯，
可是连续几天的“背靠背”调解并不见效果。第二天到
贵溪人民医院做透析，躺在病床上，黄新发也不忘苦思
调解之道。

1975年从部队转业后，黄新发在滨江镇干过常务副乡
长、司法所长、综治办主任等职，担任过6个村的党支部书
记，对基层调解工作总是满腔热情。去年年底，他被查出患
有尿毒症，过年后在医院足足住了两个月。现在，身体虽然
有所好转，但必须坚持服药，每周还需进行两次透析。

黄新发心里着急，在医院待不住，做完透析又去找毛
家叔侄谈心。“不尽快调解不行，看起来鸡毛蒜皮的小事，
如果得不到及时妥善地处理，就可能酿成大矛盾。”

黄新发决定第二天找工作室的老伙计们一起商量。
这个“黄新发工作室”吸纳了50多名“五老”人员，包村包
组到人，构建起层层负责、齐抓共管的新型农村综治维稳
网格化组织。

老伙计们建议可以请镇里负责江南村征地工作的同
志帮忙。在有关同志的协助下，加上黄新发一次次耐心
细致的工作，毛家叔侄工作终于做通了。两家和好，毛福
林还答应从家门口腾条地基给毛桥福修建出门路。

黄新发以他的热心、奉献、韧劲、睿智，把一起起矛盾
调解在萌芽状态。曾经有人对黄新发说：“一没钱，二没
地位，还得添堵，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黄新发这样回答：
党和人民需要我，我就应义无反顾。

黄新发大半辈子耕耘基层调解工作，即使退休，身患
重症，也没有离开热爱的岗位。40 年来，他成功调解矛
盾 3000 余件，果断处置群体性事件 30 余起。“黄新发工
作室”也以满腔的热忱温暖千家万户，直接参与或间接排
查重点突出矛盾纠纷 241 起，调处 237 起，调解率达
98.34%，确保“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难事不出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