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物16 2018年5月28日 星期一

重庆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党总支书记张雪：

奉献乡村 青春无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陆牧

她曾先后出色完成了沙
场阅兵、上合联演、全军联
训等 20 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承担了数十项科研课题，研
究出一批助推联合作战胜势
的重大科研成果，获得军队
科技进步奖 19 项，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1 项，成果全部在
全军推广。

她就是冲锋在联合战场上
的“花木兰”——中部战区联
合作战指挥中心某保障队总工
程师尹璐。

拨开战场迷雾

华北某地，中部战区组织
指挥的一场诸军种防空联合作
战实兵演习正在紧张推进。突
然，多批次“敌”飞机和舰船
向我战略目标袭来。

“敌”飞机是什么类型、
各有多少架？舰船是什么类
型、各有多少艘？我有多少
应对兵力、兵器……情况万
分紧急，时间在一秒秒地流
逝。由战区组成的联防指挥
部各要素高速运转并作出情
况判断。

在极短时间内，尹璐带领
保障组借助指挥信息系统和分
析工具，经过一番查阅、精算
细算，迅速对“敌”作出目标
判证、企图分析等，很快给我
指挥部“前台”推送出由各方

“信息流”融合的“战场情况
图”，这幅图上实时变化的

“敌”我战场态势，支撑战区
多军种力量联合对“敌”开展
有力反击。

其 实 ， 战 区 尚 在 筹 建
时，尹璐就开始思考构建战
区联合作战指挥信息系统。
然而，现实困难前所未有，
既无现成经验参考，也无联合作战指挥流程对照，同时各军
种信息系统互不兼容、作战样式大相径庭、指挥需求各有侧
重。她带领团队昼夜奋战，成功引接陆海空天等 10 多种信
源，组织了几千次对接、融合、调试，研制开发出战场情况
保障支撑平台，为战区联指中心迅速进入运转阶段提供了坚
实的信息支撑。

面对陌生领域，尹璐迎难而上。她相继提出“信号、
数据、信息”三级分类法，在多源信息高级融合等重难点
问题上探索突破，着力推动数据分析技术落地应用，推动
信息表达展现形式创新，研制出了“战场综合信息辅助决
策系统”。

创新向战场聚焦

无战不联，无联不胜，联合作战已是现代战争基本作战形
式。世界上近期几场典型的高技术战争，使尹璐受到的“联
合”冲击越来越强烈。她紧盯世界最新联合作战动态和信息技
术前沿，结合战区使命任务筹划科研工作。一次，尹璐在北京
参加一个国际信息技术论坛大会，国内几位著名专家发言时，
预测了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大数据在某领域的发展前景。尹璐
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新技术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如何加以
深度运用，亟待研究探索。

会后，她迫不及待地找到这几位专家，虚心向他们请
教。她提出的各种问题，让专家们被她的前沿专业素质和执
着求学精神所打动，有位专家敬佩地说：“你本身就是个专
家呀。”

那年，在执行“9·3”阅兵训练保障任务时，尹璐发现
阅兵指挥部还是依托几十部传统的通信终端调度部队，训练
计划稍有变更就要逐个电话通知，费时又费力，工作效
率低。

想到部队已经配发了军用某新型手机，她灵光一闪：“如
果在军用手机上加装一套指挥信息系统，组训人员实时收发指
令，岂不大大提高训练效益？”阅兵指挥部领导对她的想法十
分赞赏，当即批准由她牵头组建课题组，尽快拿出成果上线
运行。

创意虽好，但研发难度非同一般，这是全军首次开发军用
某新型手机应用与固定终端软件相结合的指挥信息系统，还要
综合考虑设备条件、通信链路、保密需求等各方面因素。仅软
件开发一项，地方通信公司通常需要七八个月时间、花费上百
万元才能完成。尹璐一边找机关、跑厂商，协调解决设备问
题，一边带着课题组规划系统架构、组织软件开发，经过4个
多月昼夜奋战，一套融合多种指挥功能和各类训练信息的“阅
兵指挥信息系统”研发成功。阅兵各级组训人员一机在手，就
能实时直观掌握训练场情况，实施指挥，工作效率提高了 30
多倍，开发费仅用了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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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前后，正是万物生长之时。
江西鹰潭市余江县洪万村山底优质
稻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绿油油的秧
苗长势喜人。田边道上，合作社理事
长、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吴秋邦正带着
合作社的“飞防队”操作植保无人机
给水稻喷药防虫灭虫。

“眼下正是水稻病虫害防治期，

周边很多粮农找我们，‘飞’一亩田工
资加补贴有 15 元，前几天刚到九江
市那边‘飞’了9000亩。才开春作业
面积就过了 4 万亩，忙是忙了点，但
大伙挣得也多！”晒得黢黑的吴秋邦
咧嘴笑着说。

吴秋邦一直是县里的种粮大户，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作田佬”（余江农
民的自我称谓）到规模化种田组建专
业合作社，再到提供专业的农业生产
服务，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已经第
三次“转型”了。“土地承包面积不断
扩大，乡亲们开上了‘飞机’，种田越
来越‘体面’，社里农民的腰包也越来
越鼓，说明‘转型’对了，还得继续
转！”

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吴秋
邦说最不忍心看到的是有田无人
种。随着村里青壮劳力陆续外出务
工，留下的老人、妇女、儿童无力耕
种，大片耕地被抛荒。“最多的时候，
村里 360亩水田有五分之一荒着，多
可惜啊！”于是，本来耕种着自家 30
多亩田的吴秋邦说服村里其他 5 名
种田能手，联手承包下 216 亩荒田，
大家一起商量种植计划、技术措施，
在选种、育苗、打药等步骤上取长补

短，当年便实现每亩增收 200 多元，
人均获益 4 万元。“从单打独斗到抱
团发展，这是第一次‘转型’。”

尝到甜头的吴秋邦并没有满足，
他想着怎么才能把村里的荒田都盘
活，让更多的农民获益。2010 年 11
月份，吴秋邦带头成立了山底优质稻
专业合作社，购置了耕整机、插秧机、
收割机等专业农机，建起了大型仓
储，村民以田入股、以劳力入股、以技
术入股，统一规划农田建设，从翻耕、
播种、田间管理到收割，全部实现机
械化操作。

经综合计算，与一家一户小规模
种田相比，合作社每亩田收益平均提
高近300元。目前，合作社已有农户
103户，种植面积2300多亩。“人人有
活干、个个是股东、家家有钱赚”的口
号成为现实。“第二次‘转型’，通过发
展股份制规模化种植，让农民能赚到
钱，田就不会荒。”吴秋邦说。

田种得多了，吴秋邦发现杀虫成
了大问题。种植一季水稻需杀虫三
次，靠人工背着药水在田里喷，耗时
长、费人力，一旦人手不够，麻烦就大
了。这时，吴秋邦想到了植保无人
机。2017 年，余江县被列入江西省

无人机补贴试点县及社会化服务试
点项目，每购买一台无人机补贴 3.4
万元，每服务一亩补贴 10元。当年，
山底优质稻专业合作社购买了 13 台
植保无人机，并在合作社成员中培养
了 12 名“飞手”，组建了县里第一个

“飞防队”。
吴秋邦介绍，一台无人机 2 分钟

就能喷洒完一亩田，效率高了 10 倍
不止，现在他们的“飞防队”可抢手
了，业务已从最初的本乡本县拓展到
邻县，不仅给合作社带来了收入，“飞
手”们一年里忙几个月就能挣到 2 万
多元。“科技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以
后我们还将提供更多的专业化农业
生产服务，发展高科技耕作。”

吴秋邦的“转型”步伐并未停
止。合作社的优质稻已获无公害水
稻产品认证，吴秋邦和合作社的理事
们正忙着筹划由卖谷、卖米转到卖生
态，让合作社农户们的富裕之路越走
越宽。吴秋邦说，他和合作社要做的
事还有很多。下一步，要培训更多的
现代农技能手，同时发展电商做自己
的大米品牌。“新时代的新农民，要

‘转型’，还要‘升级’，让田地成为农
民增收致富的‘法宝’。”吴秋邦说。

在重庆，有这样一名“80 后”，主
动放弃在城市做白领的机会，扎根农
村 9年，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
事，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

她，就是重庆荣昌区安富街道通
安村党总支书记张雪。

林地养鸡开启致富路

清秀的面庞、质朴的笑容，扎着
一个马尾辫，言谈举止中透着自信与
朝气。这是张雪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2009 年，从重庆师范大学经济
专业毕业后，张雪怀着奉献青春、建
设农村的梦想，放弃了去市里银行工
作的机会，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官，来
到重庆市荣昌区仁义镇鹿子村任村
主任助理。

入村第一个月，张雪感到诸多不
适应：吃不惯农家菜，走田坎常摔跤，
不敢坐村民家有鸡粪印迹的板凳
……伴随而来的还有村干部和村民
对她的质疑。“城里来的姑娘，是要娇
贵一些。”“放着城里的好工作不干，
来农村还不是为了镀金！”……

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村民的不信
任，张雪有过焦虑与不安，但留村工
作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先当村民，
再当村官。”她开始挨家挨户走访，跟
着村民们一起下地干农活、唠家常，
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所
急所需。

到任第三个月，鹿子村开展林权
改革统计工作。之后两个多月里，张
雪白天进山实地测量，晚上整理数
据，完成了近 2000 亩林地档案的上
报工作。在这次林权统计工作中，她
发现全村有1900多亩闲置林地。“利
用林地资源，发展林下养鸡，肯定有
市场。”村民大会上，张雪提出了自己
的想法。得知前期需要投入一大笔
钱的时候，村民们不干了。

为打消村民顾虑，张雪决定带
头先干。她用父母给自己的 10万元
嫁妆钱，在鹿子村建起一个面积 20
多亩的山林养鸡场。野外散养、投
放喂料、疾病防治……通过摸索和
实践，张雪掌握了一系列科学养鸡
的本领。

2011 年，张雪的第一批“桑园
土鸡”顺利出售，卖了 5 万多元，
震动了乡亲。为带动村民共同发
展，她用现身说法、技术指导的方
式，带领村民建了 32 个规模化养鸡
大棚，当年村民的销售收入就达
500余万元。

此外，张雪还联合荣昌区的多名
大学生村官，成立了“荣昌区大学生
村官专业合作社”，统一包装销售“桑
园土鸡”“吴家蔬菜”“双河葡萄”等一
批特色农产品。如今，这个合作社吸
引了 700多家农户参与，年销售额突
破700万元。

铺就乡村幸福路

“给乡亲们办点实事，比什么都
有说服力。”这是张雪经常对自己说
的一句话。

“行路难”是鹿子村村民反映最
强烈的问题之一。在这个西部落后
的小村庄里，仅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村
道与外界相连，往来行人“晴天一身
灰、雨天两脚泥”，苦不堪言。

张雪想为乡亲们修一条出村的
水泥路，她在区交委、水务局、规划
局、镇政府等部门间来回奔走。2010
年，仁义镇同意将仅有的两个修路指
标分给鹿子村一个，前提是必须在10
天内收齐村民的自筹资金10万元。

回到村里，张雪开始一家一户地
做工作，苦口婆心地给大家算修路后
的经济账。“这是咱们村难得的一次
修路机会，我自己先出 1000 元。”动
员大会上，张雪带头捐款，并用图片
向村民们展示修路即将带来的新变
化。在她的带动下，村里的党员和爱
心人士纷纷捐款，不到一周时间，10
万元筹齐了。

很快，修路施工队进场了，村民
监督队成立了，修路开支明细公开了
……6个月后，一条3.6公里长的沥青
路铺通了。从此，村里的老人可以到

这条路上散步，轿车也能进村了。竣
工当天，鹿子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
动，大家商议后一致决定将这条路命
名为“幸福路”。

凭着一股子实干精神，张雪不断
赢得村民的点赞。2010 年底鹿子村
村委会换届选举，24岁的张雪以最高
票数当选村民委员会主任，成为荣昌
区当时最年轻的村委会主任。

建“在村头”电商平台

最近两年，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
村村民王传学家的土鸡和土蛋在网
上卖得很火，一家人的日子也过得红
火起来。“在‘在村头’电商平台网上
销售，每个月能多挣3000多元，而且
还方便。”王传学说，能有今天的好日
子，最想感谢的就是“张村头”。

王传学口中的“张村头”就是张
雪。2013年8月份，张雪调任荣昌安
富街道通安村党总支书记。经过调
研她发现，村里的花椒、花生、土鸡蛋
等特产资源丰富，但受制于交通不便
和销售渠道单一，不少村民的农副产
品无奈地堆积在家。

“要想把村里的好东西卖出去，
就必须打通销路。”作为新时代知识
青年，张雪深知，在信息化高速发
展的今天，“互联网+”引领着时代

前进的步伐，电商是促进农村发
展、农民致富的新渠道。2014 年，
张雪牵头创建了“在村头”农业电
商孵化平台，为村民提供免费代
卖、代售服务。

“希望借助这个电商平台让乡亲
们也享受到‘互联网+’的红利。”张雪
说，“在村头”主要是为农户提供三项
服务：代购物品，让农户享受物美价
廉的消费品；代售农产品，解决农产
品收集、包装、品控及中转等方面的
问题，让农户卖得轻松；保姆式服务，
即为农户提供金融、订票、政策咨询
及技术培训等定制化服务。

张雪还利用闲余时间，向村民
讲述电商知识和使用方法，帮助贫
困农户掌握电商创业、就业技能。
2015 年以来，“在村头”共帮助荣
昌区 1300 多户农户卖出了 2200 余
万元的农产品。其中，为近 800 户
贫困农户代销了 400 余万元的农产
品，每年带动贫困户户均增收 2500
元左右。

这些年，张雪先后获得了全国优
秀党务工作者、重庆市优秀共产党
员、重庆市农村电商带头人、重庆市
现代农业建设贡献奖先进个人等荣
誉。“农村是一片沃土，这 9年是我实
现人生价值的重要过程，也是奉献自
我、铭记青春的最好方式。”张雪说。

种粮大户吴秋邦的三次“转型”
本报记者 王轶辰 通讯员 徐 郭

尹璐（左）与战友紧贴多军种联合作战，集体攻关研制开发

战场情况保障支撑平台。

本报记者 姜天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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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秋邦（左）介绍，一台无人机 2

分钟就能喷洒好一亩田，效率高了10

倍不止。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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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雪（左一）在

田间地头和村民交谈。

② 张雪在鸡场喂

鸡。

③ 张雪（左二）和

村民们在稻田里插秧。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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