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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门 子 弟 的“ 焊 接 ”梦

新疆伊宁县胡地亚于孜乡盖买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元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沈 甸

当好盖买村的贴心人
本报记者 马呈忠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近日，当南
方电网广东江门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
职工冯普俊再次翻开全国劳动模范证
书，8 年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证书
的场景历历在目。回想自己从一名技
工成长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经历，
感慨良多。
从十几岁踏出农门到 40 岁时被评
为全国劳动模范，冯普俊一直被大家津
津乐道的，是他的 2 毫米分毫不差的电
焊技术。
这位农门子弟，用电焊焊出了自己
的个人梦，也焊出了中国梦。

少出乡关，农门子弟求自强
台山深井镇濒临镇海湾，是广东江
门市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冯普俊出生
在那里。
“我们镇是台山最边远的农村，
要坐3个半小时的公车才能到县城，
家里
只有4分田，
一家人吃饱饭都成问题。
”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深井镇，
建设资
金匮乏，电网环境薄弱，只有一个 35 千
伏变电站，仅仅 1200 千伏安容量的变
压器艰难地在台风暴雨里喘息飘摇。
单电源变电站供电可靠性羸弱，
每逢海
风肆虐，经常一停电就是三四天。年少
时的冯普俊曾下决心，
要投身电力建设。
冯普俊不足 20 岁时，像每一个誓
要走出农门的子弟一样面临选择，要么
继续读书要么参军，他选择了读书。
冯普俊从广东省电力技工学校毕
业后来到江门供电局工作。他把自己
埋在车间里，把退运的设备拆了装、装
了拆，研究每一个螺丝钉的作用，操作
熟练到蒙着双眼用 10 分钟时间就能安
装好一台少油开关。车间里一把不足
60 厘米宽、150 厘米长的藤椅见证了
他的这段艰苦岁月，他在这张藤椅上一
睡就是 3 年。
“ 一定要让人知道在电力
检修这个行业还有个叫冯普俊的。”支
撑他走下来的，是内心的这种自强，这
种自强也成就了他如今的一身过硬
本领。
自力自强的想法延伸到他所热爱
的专业上。初入检修专业，看到老师傅
日复一日地干着同样的检修工作，萌发
出革新检修专业的想法。
“ 电力检修不
是脏累苦的活，是高等技术、应用化学
和材料学。”于是，他开始到各处五金店
溜达，用草根办法改造工具，从前半小
时拆不掉的设备，经他变革后仅需七八
分钟就能搞定。工作至今，冯普俊前后
改良了 60 多台检修设备，发明了 20 多
种检修、降损工具，为企业创造经济效
益 880 多万元。
在他的书架上，放着《高等数学》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冯普俊正在研究 GW4 型开关快速拆装工具的改进。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钳工工艺学》等
各种自学书籍，甚至还有《PPT 制作》
与《演讲沟通》，这些书籍见证了这位农
门子弟自学、自强的历程。

壮历淬炼，焊技问鼎技术之巅
把一件事做到 8 分好在特定条件
下也许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把一件事做
到极致，那一定和深入骨子里的热爱密
不可分。这份热爱，
最终决定着为什么
奋斗，决定着对一份事业的热情和责任
心，决定着人生的高度。
电焊是变电检修工必备的一项基
本技能，易学难精，可提起冯普俊的焊
接技术，许多老师傅都竖起大拇指——
服！冯普俊能在 2 毫米的薄壁上焊补
设备缝隙，并能精准控制焊枪火焰，经
常一次性吻合，
不仅分毫不差而且没有
焊渣。2 毫米是什么概念？大概相当
于一枚 1 元硬币的厚度。与庞大的机
器设备比起来，
2 毫米简直微乎其微。
“机器设备经过长年运行，日晒雨
淋热胀冷缩，容易出现裂缝。在变压器
和散热器的连接处，
一些缝隙细得像头
发丝，肉眼难以发现。如果处理不当，
会影响上万户家庭乃至一个城镇的供
电。”为此，冯普俊从不敢马虎。由于壁
薄孔小，焊接不易一次成功，一般的检
修师傅都只能在停电的情况下焊接操
作，虽然稳妥，却加长了停电时间，
但冯
普俊却能在带电情况下精准焊接。
“带电焊接很考验基本功，焊丝口
径、焊接位置要拿捏准，
手要够稳，
一不
小心，可能会把孔烧大。”为了模仿带电

状态下设备的振动频率，
冯普俊模拟故
障现场，找来同事配合，按照相似的频
率敲击设备，
反复练习。
“有时一天能用
掉四五包焊丝，焊得多了，常常会感到
眼花，一晚上睡不着。”算起来，他至少
练过 1000 多次，
眼睛甚至熬出了血丝。
问鼎技术之巅后，
冯普俊并没有停
滞不前。2013 年 11 月份，冯普俊成立
了江门供电局第一个劳模工作室。工
作室每年为企业解决 1 个至 2 个技术
难题，研发出诸如“GW4 隔离开关触指
拆装工具”
“简便拆卸式吊装工具”等多
型工器具，
应用广泛并大幅提高工作效
率，
荣获 7 项国家专利。

报效家乡，承载梦想砥砺前行
2010 年，工作 20 年的冯普俊已到
了四十不惑的年龄。当年立志走出农
门的他，完全没想到在人生 40 岁的时
候，能够获得“全国劳动模范”、江门市
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 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
、感动南网人物及南网
“个人一等
功”……当年自强的梦想在冯普俊奋斗
的岁月中不知不觉地实现了。
就在荣誉接踵而至的 2013 年，某
变电站 2 号主变一开关因故障烧毁，造
成较大范围停电。从凌晨 2 点接到抢
修任务电话，到次日晚 22 时抢修任务
结束，
冯普俊在抢修现场连续指挥作战
20 小时。恰巧那段时间他腰痛毛病发
作，强忍着锥心的腰痛，他硬撑了 20 个
小时。直到完成抢修任务，
同事们才察
觉出他不对劲，
赶紧送往医院。随后一
连几天他都直不起腰，
半年中必须依靠

针灸理疗才能缓解疼痛。
许多人不理解，
是什么力量能够让
他支撑下来，还是苦守车间 3 年的那份
自强吗？或许放在冯普俊办公桌上的
那本迈克尔·阿伯拉效夫的书《这是你
的船》，能回答这一切。年过四十的冯
普俊有着更广阔的自强观——与企业
共成长、与国家共命运，个人的奋斗梦
与国家梦紧紧拴在一起，
同舟共济。同
样是 2013 年，他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神
舟十号发射时，
心里却琢磨着用于航天
科技的绿色材料，
哪些可以用到电力行
业，
解决检修专业多年来难以突破的技
术难题。
即使人生走到了高处，
他的心也未
曾远离。110 千伏深井变电站 2 号主
变扩建，
冯普俊强撑腰痛来到现场仔细
勘察，
亲自登高比对开关刀闸安装工艺
细节，
确保扩容工程
“零隐患”投运。如
今的深井站，110 千伏海深、端深线的
接入，
彻底改变了单电源可靠性低的历
史。单台变压器从当初的 1200 千伏安
一路壮大到如今的 20000 千伏安，10
倍扩容的今昔对比也印证了深井镇经
济发展的日新月异。
离开深井镇这么多年，
冯普俊最怀
念焖乌头鱼，一道海边渔民的家常菜。
他亲自去市场挑选食材，
常在家里做这
道菜招呼同事徒弟。
“6 斤到 8 斤的乌头
鱼大火烧开，小火慢炖，再加上姜葱和
陈皮，美味无穷。”乌头鱼俗称“斋鱼”，
肉质厚实平实不贵，正如冯普俊，在这
大火烧小火炖中，熬出了年少自强的
苦、壮年的拼与如今的开阔，飘出了家
乡海边刻在记忆中的味道。

新疆伊宁县胡地亚于孜乡盖买村是个多民族的大家
庭，
人均耕地 1.8 亩。
曾经由于村两委班子软弱、经济发展缓慢，
盖买村一
直是全县的
“后进村”
“空壳村”
“集中整治重点村”。在现
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元敏的带领下，今天的
盖买村，
已变成远近闻名的和谐先进村。
行走在盖买村，笔直的柏油路通到各家门口。门前
鲜花，院里种菜，自来水、宽带入户成了村民标配。新建
的两所幼儿园，
一所小学，
直达县城的线路车……让盖买
村的村民甜在心头，
喜在脸上。
“村貌日新月异，村民高兴，我也高兴。让人欣喜的
是村民有了精气神。”李元敏说，
现在村里奋斗的人多了，
外出打工挣钱的年轻人多了，养牛养羊搞种植的大户多
了，
懒汉少了。
作为村里的致富能手，
李元敏当上村支书后，
指导村
民种蔬菜，养牛羊，调结构。
“李书记怕我种不好大蒜，手
把手地教我。收入年年增加，去年仅 3 亩地的大蒜就有
1.5 万元收入。”日子渐渐好起来的祖农江对今后的生活
有了谋划：今年用 3.5 万元租了 3 亩地，到冬天，再购置些
牛羊让棚圈也热闹起来。
目前，村里有三分之一的土地、1000 多亩种植西瓜、
大蒜、油葵等经济作物。从事养鸡、养牛、加工彩钢等的
农户日渐增多。
吉里格朗河穿村而过，李元敏上任后架起了一座 12
米宽、94 米长的连心钢桥，彻底解决了村民的出行难
题。去年 7 月份，吉里格朗河洪水冲毁了河两岸村民出
行的大桥。在李元敏的带领下，一座新的连心桥又修建
完工。
每年的季节性洪水使河堤从几米扩大到现在的 100
多米,侵蚀着村里的土地，
耗费着人力、物力、财力。对于
吉里格朗河李元敏有着担忧和谋划，
“绿水青山就是我们
的金山银山。今后 5 年，我们要重新打造吉里格朗河，让
河水从中间走，两边种树种草种花，办农家乐、养殖、垂
钓、赛马场，
让老百姓有地方休闲，
让年轻人有事可干”
。
获得村民认可的李元敏，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个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李元敏（左一）正在给村民讲解惠民政策。马呈忠摄

广西南宁市上林县西燕镇云桃村第一
书记黄建敏：

第一书记驻村“满月”记
陕西延安市黄陵县索洛湾村是个
被十万大山叠压在犄角旮旯里的小村
落，贫穷落后曾是这个村的代名词。如
今的索洛湾村，家家有汽车，每家还有
村里统一发放的冰箱、电视等家用电
器，
“烂杆村”索洛湾成为陕北乃至全省
闻名的
“明星村”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
变化？村民们回答，因为有了村党支部
书记柯小海的带领。
索洛湾村是典型的川道村，
由于地
处偏远、消息闭塞、产业单一，
村民们过
去一直靠天吃饭。
“18 年前，索洛湾村还是个‘烂摊
子’，没有人愿意当村干部。那年，在外
闯荡了五六年、积累了一定财富的柯小
海回到村里找我，说想参加村干部选
举，给村上办点实事。”索洛湾村老支书
路建民回忆起当年情景，
“ 你放下搞得
红红火火的个体运输，来当谁都不愿干
的村干部，这笔账你算过吗？”
“账不能
这样算，如果只顾自己，再拼上三五年，
或许我会成为百万富翁，但那又怎样？”
柯小海说：
“我是索洛湾村的子孙，我一
个人富了大家都穷着，心里不安！”
2000 年，擅长经营的柯小海在群
众期盼中当选为索洛湾村党支部书记。
上任不到一个月，索洛湾村先后建成
40 个蔬菜大棚，培植了 600 平方米蘑
菇、香菇，当年第一茬蔬菜上市就有了
很好的收益。第二年，村里又先后建成
蔬菜大棚 116 个，实现户均一棚。随后，
村里有了稻田养鱼专业户、养鸡专业
户、养牛专业户……
为了更有效地协调生产和销售的
关系，柯小海带领村民整合了原有的 3
个小合作社，成立了“索洛湾轩辕土特
产专业合作社”，
帮助村民科学种植、提
高效益，共同打造索洛湾农产品品牌。
2005 年，看到附近年产 1000 万吨
的黄陵二号煤矿投入运营，柯小海敏锐
地捕捉到商机。随着矿区原煤产量加

陕西黄陵县索洛湾村党支部书记柯小海——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陆冬琦

带领“烂杆村”变身“明星村”
本报记者 雷 婷

柯小海（左二）在村民家中调研农业生产情况。
大，投入运输的车辆越来越多，无处停
放，柯小海计划以村集体的名义建一个
大型停车场。除了可停放车辆外，还有
配套洗车、修车、住宿等经营项目。
在村党支部会上，
柯小海兴奋不已，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一盘棋就活了！”
“柯书记，
你就说咋干，
我们都听你的。”
有了村民的支持，
马上行动，
采取集体控
股、
全民入股的形式，
一座
“支部牵头，
企
业管理，集体控股，
村民参股”的大型现
代化停车场，正式投入建设。使用当年，
该项目即收入 70 万元。第二年，利润超

（资料图片）

过100万元。
在随后几年里，
柯小海不断
挖掘市场空间，
带领本村及周边村组建
运输公司，
年收入超过1000余万元。
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是索洛湾最大
的优势。柯小海一直思考着如何让这些
资源优势转变为生产力，
在解决村民温
饱的同时实现增收。2006 年以来，在他
的引导和带领下，
村民搭大棚、建鱼塘，
办蔬菜协会，
建设高标准蔬菜交易市场
和联动温室大棚，一步步扩大棚栽业、
养殖业的层次和规模，村民户均增收
2000 元以上。

在此基础上，
村里根据双龙后川地
处林区，
盛产大米、黑木耳、玉米糁等地
方特产，投资 9 万元建起了粮食加工
厂，
打响了
“双龙贡米”和
“双龙玉米糁”
品牌，年产值达 55 万元，成为双龙镇粮
食加工集散区，
实现了由粗放分散向集
约集中、传统农产品到农业深加工的两
次
“标志性转变”
。
索洛湾村紧邻黄陵国家森林公园，
村里有上百年历史的自然洞穴、天然河
流湖泊，自然景观美不胜收。3 年前，柯
小海带领全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筹资
3000 多万元改造村庄面貌，重建并开
发沮河漂流、体验旅游、家庭旅馆等一
批乡村旅游项目。
如今，
索洛湾村依托毗邻黄陵国家
森林公园、万安禅院两个旅游景区的优
势，建成休闲观光景点 4 个，发展特色
小吃经营户 14 户，修建了 129 套乡村
民居，
实施鱼池沟景点开发、沮河漂流、
仿古牌楼建设等项目，
建起了半亩田生
态园、生态花园餐厅、亲水栈道，
形成集
三产服务、游览观光、乡村民宿为一体
的
“世外桃源”
。
经过柯小海和村民的 10 多年努
力，现在的索洛湾村产业板块已涵盖
工、农、商、服、游等多个领域。村里给每
户村民配发了电视机、电冰箱、电脑，
安
装了电话和有线电视，
还定期给每户村
民发放米面油及生活用品。群众每年都
从集体收入中得到一定比例的分红，
人
均分红 17000 元。

“没想到他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就进村摸情况了。”第
一书记黄建敏的“突袭”，给广西南宁市上林县西燕镇云
桃村党支部书记黄祥胜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8 年 4 月份，广西电网公司派驻云桃村的第二位
第一书记黄建敏，在上任后的一个月里，边听、边走、边
谋、边干，
开始带领村民脱贫攻坚。
从找矛盾找问题开始，黄建敏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
把扶贫责任扛起来，
把攻坚目标立起来。这一个多月来，
他入户走访贫困户，摸清家底，扶贫日记本记得满满当
当，
详细地记录着每一个贫困户的详细资料，
从家庭户口
到身体状况，从现实困难到发展意愿，村民的要求、反映
的问题都一一登记下来。
村民的困难就是黄建敏的
“家事”
。
“大部分特困户都
是老弱病残，
缺乏劳动力，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针对这
类特困户，他计划通过“公司资助贫困户入股合作社、争
取政府兜底补贴、异地扶贫搬迁改善生活”等模式，增加
收入来源，
加大对这些特困户的帮扶力度。
“村有特色产业，
户有致富门路。脱贫摘帽既要靠小
家，
也要靠大家。”经过摸底，
黄建敏有了想法。他制定出
“一户一策”，
通过致富带头人以一带多的形式，
让家家户
户都掌握一门致富技能。
“今年，
我们重在
‘培育领头羊’
，
依托村里 8 名致富带头人，发展养猪、养牛、养鸽子、养蚕
四个主要产业。”黄建敏介绍。
“我们今年启动了党员、
能人
‘双培养’
机制，
就是要把
村里的致富能人逐步培养为党员，
进一步把党员培养成为
脱贫致富的能人，
以点带面引导广大贫困群众靠自己的勤
劳双手脱贫摘帽。”黄建敏希望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和党
员在全村贫困户脱贫致富中的作用，
实现以联建党组织引
领、
以党员能人带头、
以特色产业支撑的领航效应。
黄建敏深知，要真扶贫、扶真贫，关键还是要靠产业
“造血”。
“种桑养蚕具有周期短来钱快的特点，目前全村
已经发展种桑养蚕 60 户，其中贫困户有 22 户，有了一定
规模。”这段时间，将传统家庭作坊式种植培养发展成现
代化的半机械化培育模式，是黄建敏琢磨的事。下一步
他打算带着贫困户考察周边同类产业模式，
引进技术，
筹
备成立养蚕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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