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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泉市肃州区泉湖镇永久村党总支书记王生兵：

带领“后进村”踏上致富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如今的永久村变了！一座座日光
温室拔地而起，拉运蔬菜的车辆穿梭在
干净平整的水泥路上，文化活动室里传
出村民们的欢声笑语……

然而，5 年前的永久村可不是这
样。“党支部服务意识差，带动能力弱，
党员群众意见大。”2013 年，王生兵刚
刚当任甘肃酒泉市肃州区泉湖镇永久
村党总支书记一职，就背上了一个大包
袱：永久村党支部经上级党委考核后，
被评定为“软弱涣散党组织”。这顶帽
子压得王生兵抬不起头来：“如果干不
好，咋向父老乡亲们交代？”

压力成为王生兵带领大家埋头苦
干的动力。短短几年时间，永久村不仅
在 2014 年摘掉了“后进村”的帽子，还
成为肃州区基层党建示范点和新农村
建设示范村，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2013 年的9000 多元增加到2017 年的
1.6 万多元，群众提起村党总支和王生
兵，都竖起大拇指，好！

这些变化，王生兵带领的村党总支
是怎么做到的？

上门问思路，理顺情绪聚人心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王
生兵带领村两委班子共同反思，群众对
党总支不满意，主要是没有当好服务
员，所以才会出现村干部说话没人听、
党员说话没人信的情况。

“我们挨家挨户走访一遍，让大家
伙儿为村里的发展畅所欲言，把乡亲们
心里的疙瘩都解开。”下定决心后，王生
兵带着村干部上门与村民们沟通。

老支书王兵儒是王生兵第一个上
门请教的人。“现在党员群众的需求多
了，但村上一没钱，二没权，想搞好工作
太难了。”王兵儒认为目前这种局面是
客观原因造成的。村集体经济不仅薄
弱，同时还面临着历年来累计欠下的20
多万元村级债务。

“不是我忘了党员身份，我也想发
挥作用，但就是‘八卦阵里骑马——想
不出路子’，不知道力气该往哪里使。”
老党员吴希贵说。

“别怨我们宁听菜贩子的，不听村
干部的。”村民王建虎抱怨说：“谁能带
领我们富起来，我们就信谁。你们虽然
也为村里忙，但我们最想要的还是致富
的引路人……”

一个多月时间，王生兵把全村400
多户基本跑了一遍，心里逐渐有了底。

“群众不满意、党总支的凝聚力不强，根
子就在没有找准工作的发力方向。”王
生兵总结走访结果，“群众的意见主要
集中在两方面：改善村里基础设施，带
领大家找到增收门路。”

随后，王生兵组织召开了村两委会

议，把了解掌握的情况、党员群众的意
愿和他的想法向村两委班子交了底。

“我们不能改天，但可以换地。”王生兵
认为，永久村虽然有城郊区位优势，但
村里的蔬菜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
经到了瓶颈期，必须要发展高效设施农
业。同时，要积极争取项目，改变村容
村貌。

王生兵的思路得到了村两委的支
持和党员群众的认可。村两委班子的
人心开始聚拢，一股破除旧思想、树立
新作为的劲头在全村党员干部中形成。

产业找出路，总支带着村民富

永久村距离肃州城区仅 3 公里。
30多年来，永久村的村民已经形成了种
植蔬菜向城里贩卖的传统。但是，全村
465户、1830口人只有3276亩耕地，人
均耕地不到 1.8 亩，而且以前通过普通
的小拱棚种菜，一年下来每座棚平均只
有五六千元的收入。

“区里有扶持设施农业的政策，发
展 50 亩日光温室可以获得 20 万元补
贴，前提是要形成规模连片种植。”王生
兵打算通过土地流转，在村里集中建设
日光温室和高架大棚，“找对发展思路
不难，难在落实。建一座日光温室需要
五六万元，小拱棚只需要两三千元，尽
管有致富愿望，但很多群众不愿意冒风
险尝试。”

为此，王生兵带领村两委班子成
员，分头入户给群众讲政策、摆事实、谈
前景，组织村组干部集体商议研究，召
集村民代表反复讨论，并向市区相关部
门取经问计，最终在村党总支的引领和
推动下，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发展规划。

群众有顾虑，那就鼓励党员先行先
试。2014 年，王生兵动员种菜经验丰
富的党员和群众率先建起了29座高标
准日光温室。

“新建的温室当年就种上了蔬菜，
第一茬赶在春节前上市，平均每座温室
有2万元的收入，相当于两三个小拱棚
一年的收入。”老党员任礼是村里第一
批带头建温室的人。在他看来，日光温
室不仅收入高，劳动强度也比小拱棚小
很多，抗风雪灾害的能力更比竹板撑起
的拱棚强得多。

任礼告诉记者，要是没有村党总支
带头，他也不会尝到日光温室的甜头。
看到新建的29座日光温室发展得红红
火火，很多村民动了心。短短几年间，
永久村已先后建起 200 多座高标准日
光温室，高架大棚有300亩。

2016 年，63 岁的葛生泉老人把自
己种了 10 多年的两座旧温室拆了，建
起两座高标准新温室，种上小番茄和小
黄瓜，发展观光采摘蔬菜。

“旧温室一年只有 2 万元左右收
入，新建的温室每年能收入 4 万元，搞
观光采摘，一座温室每年收入可达5万
元。”算着收入账，葛生泉老人感慨良
多，“当初村里建新温室，很多亲戚都劝
我不要参与，在小王书记带领下，大家
现在看到了希望，积极性一下提高了。”

项目打基础，村美民富小康路

“两排平房八棵树，四面透风挡不
住，夏天是个闷罐罐，冬天是个过风
道”，这是永久村原村委会的真实写
照。手中无米，叫鸡不理。王生兵深
知，只有村集体有实力为民办事，才能

把老百姓拢到一起。
2015年，王生兵多方奔走，为村里

建成了占地1320平方米的党员群众服
务中心，党组织服务群众有了新阵地，
党员群众活动有了好去处。在完成了
村级阵地改造后，王生兵又相继主持完
成永久村小学整体维修改造、5个村民
小组自来水总管线和入户管线改造项
目，硬化了 6 公里多的村道，全村基础
设施环境有了极大改观。

生于 1980 年的王生兵，初中毕业
后考上一所中专学校。1997年毕业后，
他回到村里担任村文书，20多年的村干
部生涯让他悟出了在村里搞项目建设

“良性循环”的道理：“国家的好政策多，
但不会砸到你头上，只有积极争取才会
有项目；项目实施得好，就会有更多的
新项目。”

记者了解到，2013年以前，永久
村每年能争取到的项目资金不足20万
元。近几年在王生兵和党总支的努力
下，项目建设呈爆发式增长，2017年
争取到道路、绿化、亮化、环境整
治、村集体发展等各类项目资金达
620 万元。经过几年发展，村集体经
济不仅还了当初的欠账，还有了 160
多万元的积累。

“生活好了，环境好了，但不能让群
众的思想落伍。”利用村级积累，借助上
级部门的支持，王生兵把所有村民小组
的文化室做了翻新扩建。村里每年还
拿出 3 万元用于开展健康向上的群众
性文体活动。

现在的永久村村民，晚饭过后和农
闲时节，会选择到文化室读书看报，村
里的文艺演出队还经常为村民们演出，
丰富了全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乡村快递员孙光梅：

深山快递的拓荒者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在四川大凉山深处的攀西（攀枝
花、西昌）地区，光热资源充足，有发展
农、林、牧、副的优越条件，雷波脐橙、盐
源苹果、月华油桃、攀枝花芒果等名优
特产远近闻名。由于当地山林环绕、道
路崎岖等先天劣势，这些品质上乘的土
特产仅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一半卖给
外地采购商，甚至腐烂在大地里。

这一切，孙光梅看在眼里，愁在
心中。孙光梅说：“我也是从山里出来
的，知道乡亲们的辛苦，很多家庭都指
望着这些‘大凉山的宝贝’能卖个好价
钱供孩子上学……”想到这些，她一门
心思只想帮助当地土特产品“走出去”
的那股执着劲儿上来了。

2010 年，孙光梅放下人民教师的
“铁饭碗”，选择在不惑之年加入到快递
员的行列。她想法很简单：“就想通过
快递平台把乡亲们的土特产卖出去。”
在与中通四川成都公司负责人孟峰谈
了想法后，2010年8月份，孙光梅接手
中通西昌公司，租赁了一处并不宽敞的
场地，正式开启了她的快递员生涯。

接触快递不到3个月，孙光梅迎来
了快递行业的一次大考——行业的第
一个“双11”，虽然当时货物并不多，但
却让这个常年“手不拿重活”的新手手
忙脚乱。孙光梅回忆说，为了让快件不
留仓，她们全家通宵达旦齐上阵，她带
着孩子在门市分拣，困了找个角落随地
躺下，身上盖的是装快件用的编织袋。

拮据的开端并没有使她望而却步，
反而越挫越勇。2011 年，孙光梅和丈
夫商量后，东拼西凑之下，为西昌网点
置办了一辆面包车和一辆9.6米的厢式
货车。因为投入过多，请不起工人，她
和丈夫俩人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熊猫
眼”、消瘦的身形一时间让家人忧心万
分。“我负责卸货，我老公负责在车下交
接、分拣。”孙光梅回忆，有一次，她在卸
货时头一晕竟从车上摔下来，在医院躺
了一个多月。

病床上一个多月，孙光梅并没闲
着，她掰着手指努力想着自己要做的
事，成立分部、设立操作部、增加人手、
门店标准化升级……出院后，她扫除一
切障碍将网点步步革新。2012 年，成
立了中通文汇分部、中通宁远桥分部，

拓宽服务网络；2013 年，设立操作部，
先后增加了中通山水阳光分部、春城东
路分部、机电市场分部；2014 年，拓展
门市，对下属5个承包区营业厅做了标
准化升级。前5年，孙光梅将主要精力
放在打实基础上，自2015年开始，以攀
西地区为试点，她成功将西昌网点带上
了“快递+电商”的道路。

2016年初，通过对淘宝、微店等平
台经营模式做了长达3个月的研究后，
趁着当地樱桃、油桃等水果陆续上市，
孙光梅大胆提出成立电商小组，专门负
责土特产销售的想法，并利用西昌市
内、乡镇 20 多个末端派送网点的网络
覆盖和人才资源优势，组建了一支4人
电商小团队，分别负责采摘、包装、售后
及联系当地农民发货等业务，助农、拓

荒之行就此启程。
方才迈开腿，孙光梅就碰了一鼻子

灰，当地村民不愿意与她合作，“他们大
都不了解电商，甚至怀疑是诈骗机构，
有意避开我”。为了消除乡亲们心中的
芥蒂，孙光梅集中精力做了三件事：一
是带领团队到西昌市月华、礼州、经久、
马道等乡镇挨家挨户拜访农户，了解大
家的真实想法；二是通过交付定金、给
予农户高于当地批发价等实在方式，获
取村民们的信任；三是因地制宜制定符
合当地农民需求的代售服务合同。例
如，双方约定西昌公司负责农产品前期
的宣传推广，为农户配备项目专员、客
服人员负责田间瓜果的采摘、发货及售
后跟踪，专车运送，专人营销，农户只需
保证产品质量合格即可。上心之举，短
时间内便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受到
了农户青睐。不到一个月，孙光梅就与
月华乡、礼州镇、经久乡的几位农户签
订了购销合同。

如今，由孙光梅搭建的一条“快递+
电商”新致富路正在攀西地区全面铺
开。今年初，在其老家西昌会东县，孙
光梅承包了300亩土地，专门用于种植
会东特产“乌洋芋”，预计销量 2 万余
斤；4月初在攀枝花，孙光梅又与当地果
农签约合作，建立中通西昌公司攀枝花
芒果基地。在攀西各地，通过与当地果
农合作等方式，西昌公司电商团队土特
产基地正盎然绽放，等待发力。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王生兵（右）在村民的日光温室中了解蔬菜生长和销售情况。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孙光梅在采摘樱桃，准备利用电商模式助农拓荒。 吉蕾蕾摄

进入6月份，站在河北内丘县南赛乡北赛村公子
峪生态园的山坡上，放眼望去，一棵棵苹果树、核桃树、
桃树、杏树已结满果实；一片片柏树翠绿葱郁，一层层
生态林、经济林，把以北赛村为中心的1.8万亩山场装
扮得生机盎然。

北赛村位于内丘县西部的浅山区，山场多，山场面
积有4000亩；耕地少，人均耕地不足二分。由于土地
贫瘠，干旱少雨，山上树木难存活，“光山秃岭和尚头”
曾是这一带的真实写照。

过去，靠山吃山的村民们利用当地石材资源，开山
采石，加工建筑装饰用的石板。闫振国就是其中一员，
人称“石老板”。“生意好时，两台石板锯，雇佣十几名工
人，每年生产上千吨石板，一年下来能挣二三十万元。”
头脑灵活的闫振国跑销路，同周边村的石板老板们一
起带着村民们把石板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一次外出，闫振国在其他县看到了郁郁葱葱的大
山，在听说满山遍野的板栗树已成为当地村民发家致
富的“摇钱树”时，他心头一颤：“同样是靠山吃山，为啥
人家的山能如此秀美，咱的山上却只能采石，留下的是
大窟窿？”绿化荒山的念头在闫振国心里由此萌生。

2006年，闫振国放弃石板加工生意，成立了公子
峪生态园，投身到荒山治理中。修路、平整山头、通水
电、挖沟、垫土、种树……卖石板挣的几十万元全部投
到了荒山上。刚开始时，由于缺乏技术，栽种的核桃树
品种杂，成果不好卖；苹果管理技术不到位，口感不行
……闫振国走了不少弯路。

为此，闫振国7次参加陕西杨陵农高会，多次到山
西大寨等地学习取经，当面向专家教授请教治理荒山
的经验和方法。

几年下来，爱钻研的闫振国摸出了门路，哪些品种
适合当地土壤、果树怎么嫁接能改善果品质量……说
起治理荒山经验，他现在如数家珍。

在闫振国治理下，200多亩杂草丛生的荒坡一年
比一年绿。生态园的变化，让周边村的石板老板们看
到了治理荒山的前景，他们也放弃了石板生意，开始在
山上建设基础设施，栽植树木。山场有了路，通了水
电，村民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自家闲置的山地。沉睡
了千年的荒岗秃岭彻底苏醒了。

“治理荒山是长久活儿，大伙得拧成一股绳才能做
大做强。”闫振国十多年来没松劲，带头成立了辽清核
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给村民们发树苗，并统一栽种，各
家负责管护，果树挂果后合作社统一收购、统一销售。

为了让山场效益最大化，闫振国带领大伙开展林
间兼作、林下养殖，在树下种中药材、油菜、花生、红薯
等作物，散养鸡、鸭、鹅等家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让每家每户都参与
进来，把自家山场绿化好，咱们家乡的环境也就美了。”
在闫振国带领下，如今北赛村一带的1.8万亩荒山上,
栽植了 8000 亩经济林木和万余亩生态林木，到了秋
天，满山浓绿、瓜果飘香。闫振国也被评为“全国荒山
绿化劳动模范”。

河北内丘县南赛乡北赛村村

民闫振国：

变挖山求生为养山致富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杨永丽

空中漫步的电力线路工

5月17日，在甘肃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1100
千伏昌吉—古泉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甘肃段，开
始竣工投运前的高空走线验收。这是目前世界上电压
等级最高、输电容量最大、输电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
先进的特高压输电工程。

“我们今天要走过4713至4710四基塔共三档线，
其中一档就是这1100米的跨黄河档，跨越黄河的这两
座塔，其中一侧输电铁塔全高96米，另一侧输电铁塔
全高84米，落差大、走线强度大，还要克服黄河水流动
带来的眼晕现象。”中午时分，输电铁塔所在的山梁上
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负责线路验收的国网甘肃检修
公司员工马国强说，他和工友要在距离黄河河面200
米的高空处“走”过这1100米。

防坠器放置在专业轨道中，随着身体移动向上
滑动……20 多分钟后，马国强和工友张海涛站在
90 米高的输电铁塔上。“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对
导线和间隔棒仔细检查，绝不能放过任何微小缺
陷……”对讲机中，不时传来走线组组长王辉在地
面指挥的声音。

“高空走线验收员最头疼的就是高温天，头顶上烈
日烤，身底下铁塔和导线烘，阳光刺得睁不开眼，但在
工作过程中却容不得丝毫马虎。”王辉告诉记者，检查
内容大到塔材本体、导线、金具构件，小到导线外观齐
整度、轻微裂痕、螺栓紧固度、销子松紧性等等，都要一
一过手。一旦发现缺陷，验收人员要马上记录，拍照

“取证”，以便施工单位跟进处理。 文/阿甘

马国强（左）与施工单位的陪检人员在黄河上空走
线。 尹 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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