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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为民的“拼命镇长”
——追记甘肃兰州市西固区河口镇副镇长朱峻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过去一年多，年近七旬的朱家义
老两口跟儿子朱峻甫没见上几面。每
次通电话，说不上两句话就挂了，他们
心里一直嘀咕：在离家20多公里的河
口镇当个副镇长，有那么忙吗？

直到 4 月 2 日，在朱峻甫因公殉
职 2 个月后的先进事迹报告会上，老
朱才从当地干部群众口中了解到儿子
这一年多时间都在忙什么。

“每次去找他，他的门都大开着，
来来往往的人找他签字的、谈事情的，
多得很。他如果不在办公室，那肯定
到村里去了。”在兰州市西固区河口镇
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张维盛的眼里，朱
峻甫几乎没有闲的时候，他家对面的
镇政府办公楼里，210 室的灯经常亮
到深夜，灯下有朱峻甫忙碌的身影。

今年 2 月 1 日晚上，朱峻甫像平
时一样留在办公室加班。“那天一整
天，他忙着给咸水村失地农民办理养
老保险、发放村集体征地款。晚上，分
管财务工作的他，又在核算单位年终
奖的分配。”河口镇干部达朝林回忆
说，那段时间，朱峻甫连续加班，有时
白天他感觉胸闷不舒服，同事劝他去
医院检查一下，他心里却惦记着大家
的事，“快过年了，我想赶在小年之前
把镇上干部们的年终奖发了，让大家
过个舒心年”。

那晚，朱峻甫突发心肌梗塞，再也
没有醒来，年仅37岁。在河口镇群众
的记忆中，他永远是那个“戴个草帽、
手拿一瓶矿泉水，见谁都笑呵呵”的小
朱镇长。

2016年5月份，在西固区发改委
工作的朱峻甫主动申请下基层，被调
到河口镇任副镇长。当时正赶上河口
古镇开发建设进入关键期，朱峻甫刚
上任，就有一项拆迁任务落到他头上。

由于当地很多村民白天出去打
工，晚上才回家。所以前后半个月，朱
峻甫白天处理镇上工作，利用晚上和
节假日时间，挨家挨户做工作。

“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们肯努
力、多争取，把国家的政策和以后的发
展给群众讲明白，他们肯定会理解和
支持。”面对困难，朱峻甫经常跟同事
交流自己的经验。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朱峻甫耐心细致的工作下，项目如

期开工建设。每当想起朱峻甫给自己
做思想工作的情景，60多岁的河口村
村民张世福心里就十分懊悔，“我骂过
他，搡过他，他也不生气，总是笑呵呵
的，反复给我讲政策，还帮我解决一些
其他问题，他是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
的好干部”。

走进朱峻甫生前的办公室，桌
子上仍然摊开着河口古镇改造规划
图。行走在河口镇的街道上，一座
古色古香的河畔小镇展现在眼前。
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倾注着朱峻甫
的心血。

2017 年 11 月份，为了能够得到
兰州市政府一笔特色小城镇建设前期
专项经费，朱峻甫带领镇文化站的干
部们几乎不眠不休地整整工作了 4
个昼夜，补齐了项目申报需要的所有
材料。“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补齐申
报材料基本没有可能，因为那是平时
一个多月的工作量。”河口镇镇长马宁
回忆说：“朱峻甫工作起来一直这么
拼，而且越是困难的工作越抢着干。”

咸水村是河口镇另一个建设任务
较重的村子，村两委班子工作压力

大。2017 年 3 月份，村级班子换届
时，朱峻甫被推选为咸水村党支部
书记。

“小朱书记第一天到村里上班，就
让村民们记住了他。”咸水村村委会主
任张柱吉说，朱峻甫一到村里，了解到
因为部分水渠塌陷，影响了一些村民
的冬灌，“当时他就带着我们去了现场
查看，忙完已经晚上9点多了，为了尽
快拿出水渠维修方案，他又伏案工作
了一整夜”。

为尽快熟悉工作，每天下午 5
点，镇里的干部下班后，朱峻甫又开
始了村里的工作。他拿着笔记本走访
民情，化解矛盾。在一个多月时间
里，朱峻甫把全村158户拆迁户跑了
两遍，摸清了大家的想法。征地款发
放前，朱峻甫一遍又一遍审核，生怕
发得不公平，最后将征地款合法合情
合理地发放下去，村民没有任何
异议。

朱峻甫殉职的噩耗传到咸水村，
悲伤弥漫在每一个人心头，村民们自
发去区里吊唁。“没有一个人不哭的，
朱书记这么年轻就走了，是我们村最

大的损失。他是真把群众的事当自己
的事来办，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村民
张玉平说起这些，眼眶又湿了。

朱峻甫担任咸水村党支部书记不
到一年时间，但村民提起他，有说不完
的故事，就像他已经在村里工作生活了
很久一样。朱峻甫几乎把自己所有的
时间都用到河口古镇项目建设和咸水
村的大小事务上。镇上的干部粗略一
算，2017年的法定节假日和周末有100
多天，但朱峻甫总共只休息了6天。

“我还没来得及向朱镇长说声‘谢
谢’，他怎么就走了啊？”在河口古镇街
头遇见村民达乃兰，一提到朱峻甫她
就泣不成声。古镇修缮，达乃兰家的
门受损，她找施工队讨说法，对方推诿
不认账。她找到镇上，朱峻甫一口答
应帮助解决：“大嫂，你放心，我给你协
调。”朱峻甫离世前几天，达乃兰刚与
施工队达成了补偿协议。

“听了大家的讲述，才知道我的
孩子工作这么拼。”朱家义老泪纵
横。“我要把这些保存下来，等孙女长
大后给她看，让她知道自己的爸爸是
个好干部！”

朱峻甫（左一）生前在位于河口镇的甘肃首石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检查安全生产。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翻阅中华山村的发展历程，带领村民兴办集体经济合作
社，发展食用菌产业，打造远近闻名的食用菌之村，这些都离
不开一个人，他就是贵州铜仁市万山区敖寨乡中华山村村委
会主任——毛照新。

担任村主任11年来，毛照新勤勤恳恳，带领全村人走在
脱贫致富第一线，用行动诠释着一名普通村干部、一名共产党
员应尽的职责。

中华山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农业技术落后，生产力
低下，群众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除了外出务工以外，基本
上都是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活。“放牛好耕田，养猪盼过年；喂鸡
筹柴米，奔波为油盐”是村民贫困生活的真实写照。

某年春节，一名来村探亲的浙江女婿说：“浙江有不少农
村靠种植木耳、平菇致富，中华山村自然条件更好，为啥不试
试食用菌产业呢？”

当年3月份，毛照新带着村两委干部和致富带头人远赴
浙江调研学习。在了解到食用菌生长环境与本村自然条件高
度匹配后，毛照新建议将这一产业引回村里。

可是，他的“美好愿望”没有得到大多数群众支持，很多人
不敢加入创业队伍，担心失败。但毛照新没有放弃，他一边继
续带领党员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一边带头自己先干，再加上
乡党委政府“送政策、送资料、送技术”，经过几次群众大会，终
于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认可，全体村民同意发展食用菌产业。

为了让贫困户实现自我“造血”，在毛照新带动下，村两
委成员率先贷款60万元，利用村集体的30万元资金和100
万元精准扶贫项目资金，按照“村两委+合作社+贫困户”模
式，组建了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将全村172户贫
困户全部吸纳为社员，探索出“622”精准扶贫分配新模式，点
燃了群众的干事创业热情，并带动2家龙头食用菌企业落户
中华山村。当年就发展食用菌1000万棒，集体资产从上年
的 30 万元增长到 100 多万元，人均纯收入从 2000 元增至
6000多元，贫困发生率从16.35%下降至9.7%。

2016年6月29日，是村里贫困户难忘的日子，中华山村
172户贫困户户均分红1500元，群众都乐开了花。

11年来，毛照新带领全村党员群众艰苦奋斗，全村九成
以上贫困农民从“负人”变成“富人”的梦想成真，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中华山村也从当初的贫穷落后村变成了脱贫致
富示范村。

贵州铜仁敖寨乡中华山村村委会

主任毛照新：

带着贫困户致富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张文娟

毛照新在村委会工作。 本报记者 王新伟摄

小吴来村已10载
本报记者 孙潜彤

现在，村民们打心眼里喜欢小吴。10年前，吴书香作为辽
宁省选聘的首批“大学生村官”，来到沈阳市苏家屯区官立堡
村。从不被理解、感到委屈到获得村民认可，当选村党支部书
记和党的十九大代表，吴书香笑着回忆那扎根农村10年来的
点点滴滴，眼角含着泪花。

2008年，大学毕业的吴书香不顾家人反对，抱着“大干一
场”的热情，主动应聘到官立堡村做了一名村主任助理。

“先当村民，后当村干部。”为了“融入”村子，小吴觉得转
变要从自身改起。她开始学说当地的方言土语，和村民一起插
秧、开拖拉机、剁白菜……清三堆、修作业路，她抄起工具就走
……许多村民打赌这个小姑娘干不长，没料到在自家门口天
天都能看到她。

吴书香和村民们打成了一片，可她骨子里的率直脾气没
有变。村里核发受灾水田地补偿款，村委会把丈量的任务交给
了小吴。有几户向她暗示说，绳子松一点，村民就能多得点补
偿。小吴一点不让，绳子拽得紧紧地，结果惹得一位村民当场
翻脸：“你个外来人，想干啥？”村里修边沟，小吴负责给每户发
一根水泥管，一位大爷非要拿两根，两句话没说到一起，大爷
一巴掌就把小吴的记录本打在地上。

小吴心里委屈：“一心想给村里办实事，怎么这么难？”可
村支书的一句话给了小吴很大触动：“既然是真心想为村里做
事，为什么不能让大家理解呢？”村官难做，不是难在地里摔
跤，而是难在让村民真正认同。

要让村民们认可，得先让他们受益。小吴发现，村里农户
多数以种植水稻为主业，但生产和销售的模式落后，许多优质
水稻丰收后，只能以原粮低价被收购，被别人磨成大米后贴上
商标就能在超市卖出好价钱。小吴琢磨着：“能否做成自己的
大米品牌？能否通过‘互联网+’销售？”

小吴提出联合其他村发展绿色大米种植的创业项目，并
向团市委申请到了150万元创业贷款。一些农户听说后，主动
提出愿意试试：“小吴，你对农业管理挺有把握的。绿色种植是
个方向，你带着我们干，这米肯定能卖出好价钱！”

村民的支持给了小吴很大动力。她一边发动周边亲友资
源揽来订单，一边自己跑到沈阳高档小区发传单，然后又拉来
生物菌肥的赞助，免费发放给农民。秋天，官立堡村的绿色大
米以每公斤 8.4 元的高价全部卖给了广东客户。2017 年“双
11”，经小吴在网上推销，官立堡村的“天下第一屯”大米在全
网销售位列第二。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胶印工闫姚磊：

做 奔 跑 的“ 蜗 牛 ”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在去年举办的第 68 届“美国印
制 大 奖 Premier Print Award”
评比中，来自中国上海铁路印刷有限
公司选送的《斯堪的纳维亚制斗师》
印刷作品摘获了绿色印刷类金奖。

让很多人意外的是，担当《斯堪
的纳维亚制斗师》这项参赛作品品质
管理的是上海市平版胶印行业中一位

“95后”小伙子。他叫闫姚磊，几年
来他凭借高超的印刷技艺摘取了印刷
行业多项桂冠。

农家男儿初长成

闫姚磊辨别颜色有一套“独家秘
笈”，最快能在几秒钟内说出色样的
颜色构成比例。在一次比赛中调配专
色墨项目，技术熟练的老师傅4分钟
才能完成的复色油墨调配，他1分多
钟就完成了。

年仅 22 岁的闫姚磊说，自己没
有过人的天赋，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些

努力和坚持。
受外婆坚韧品格的影响，幼小的

闫姚磊就懂得“一切必须靠自己”，
早早学会了努力和自立。小学三年级
时他就把《新华字典》全部认完了，
小学还跳了一级。从小喜欢绘画的他
对色彩、形状比较敏感，经常随时随
地涂鸦，还没上小学就能看什么画什
么了。

初中毕业的闫姚磊拒绝了父母
希望他打工谋生的要求，怀揣着

“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梦想，选择
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校继续
读书。

对印刷有着浓厚兴趣的闫姚磊，
潜心自学了从印前制作到印刷生产、
再到印后加工的整套生产技术，并考
取了印前初级工、印刷技师、印后中
级工等职业资格证书，相当于同时学
了三个专业。中专三年，他的专业成
绩始终排全校第一，连续获得上海市
奖学金。

与大多数“95 后”不同的是，
闫姚磊的业余时间不是用来玩“王者
荣耀”，也不是用来刷屏。“一辈子的
时间很短，但全部用来实现自己的梦
想足够了。”学校实验楼每天晚上10
点以后，总有一盏灯还亮着，那是闫
姚磊泡在实验室里反复做实验。

苦练技能显锋芒

专色油墨调配流程复杂、难度
较高，基本墨确定、印样密度、墨
性调整等，每个环节的细小差别都
可能导致成品的颜色差异。闫姚磊
在实验中不断总结、印证油墨中亮
度、饱和度、色相角三者的关联，
分析调配过程中原色墨量与色度的
关系。他将整张色域图深深地印在
脑海里，若饱和度、色相角有细微
变化，他都能快速反应出所需要调
整的精准数据。

对颜色的辨识远比油墨调配复杂
得多。闫姚磊不断对比分析颜色的纯
度，牢牢记住每一个颜色点都处在什
么地方。平时，他会有意识地观察生
活中各种各样的印刷品，甚至每看到
一件印刷品，他都会在心里想象其印
刷方式。对颜色有着超强感知能力的
闫姚磊，可以看着色样在几秒钟内说
出颜色构成比例，练就了一双堪比专
业设备的火眼金睛。国内色差标准3
以下为满分，他在比赛中拿出的成品
色差是0.8，被裁判一致认定等同于
无色差。

在 2014 年第四届全国技能大赛
中，闫姚磊赛前跑去观摩其他参赛队
练习，两个笔记本记下了150多项操
作注意点。回来后在实验室闷头练
习，他用最笨的办法把涉及的所有技

术反复练习 10 多遍，甚至要求自己
必须提前10分钟完成比赛项目。

赛场上，面对只接触过一次的指
定型号海德堡胶印机，闫姚磊放下已
熟记于心的流程手感，把身心全部沉
浸在机器上，最终取得该项操作单项
分全国第一的佳绩。

青春做伴勇飞翔

2014 年 6 月份，闫姚磊毕业进
入上海铁路印刷有限公司，踏上了梦
想中的印刷岗位，开启了新的征程。

“同事都说我太较真，把简单的
事情复杂化。但我觉得无论做人做
事，态度决定成败！我的技术还远远
不够。”闫姚磊常常表现出一种与年
龄不相符的低调和谦虚。印刷专业比
较特殊，涉及范围广泛，光是一台机
器就有几万个零件，颜色数据更是庞
杂多变，加上印刷工序繁复，闫姚磊
在工作中不断地沉淀、积累。

整个印刷流水线，从印前制作到
印后加工，闫姚磊了然于心。面对海
德堡 SM52 胶印机、罗兰 700 胶印
机、方正雕龙 CTP 出版机等任何一
款机器，无论是界面操作还是手工安
装磨辊、调节压力大小，他都认真摸
索，能他人所不能。

几年来，闫姚磊先后获得上海市
印刷行业技能竞赛冠军、全国技能大
赛二等奖、上海铁路局首届“上铁工
匠”、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成
为全国第二个连续两届入围世界技能
大赛国家队的队员。

闫姚磊的微信签名是“做一只奔
跑的蜗牛”。“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
为研发中国自己的印刷设备和技术工
艺贡献力量。”

闫姚磊在调试罗兰700对开四色印刷机。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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