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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机车走行部位发生大部件断裂、脱落隐患，王振平每次都要

趴在阴暗、潮湿、狭窄的地沟里，对几百枚螺丝按照力矩标准一个个校

验，绝不留下任何细小隐患。

用心守护列车安全
文/摄 本报记者 翟天雪

王振平与同事为机车车载设备做检测。他协助制定完善了北京西

电务段车载设备作业指导书，为保证车载设备维修质量提供了可靠

依据。

列车车载信号设备是机车的“中枢神经”，就像汽车的 GPS，详细
记录和监控列车运行状况。王振平，就是维护“中枢神经”的技术能手。

王振平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北京西电务段丰台车载设备车
间的首席技师，他和工友们主要负责“毛泽东号”机车车载设备的保
养。工作35年来，王振平立足岗位，对工作精益求精。

近几年，铁路基础设备更新速度很快，为保证机车出厂后的车载设
备整修质量，王振平依据平时对车载设备检修的经验，绘制出设备电路
图、接线图等图纸，填补了和谐机车车载设备理论上的空白。

王振平先后获得集团公司信号工首席技师、全路职业技术能手、铁
路工匠等荣誉称号。

“生是洞庭人，死亦洞庭魂。”
1972年出生，时任湖南省水利厅副总
工程师、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总
工程师的余元君，于今年1月19日在
湖南洞庭湖区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
垸分洪闸建设工地办公时突发疾病，
倒在了工作现场，再也没醒过来。

“铜山道河孕英雄，挥洒热血化
彩虹。防汛抗洪不惜命，整修堤垸甘
尽忠。四十六载人生路，二十五年治
水功。魂归洞庭潮奔涌，万顷碧波送
禹公。”湖南省水利厅原厅长王孝忠
的一首《追忆元君》，道出了余元君为
洞庭湖治理保护的呕心沥血和对党、
对人民的赤胆忠诚。

初心：

“治理好洞庭湖，是我的责任”

余元君出生在西洞庭尾闾常德
市临澧县道水河畔余水桥镇荆岗村，
这里，家连着堤，堤连着垸，垸连着
河，河湖相连，水天一色。高考填报
志愿，他选择了与水打交道的专业
——天津大学水利系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专业。

1994 年 7 月，余元君大学毕业，
他谢绝了大城市的挽留，毅然回到生
他养他的洞庭湖。家中的侄子问他：

“为什么选择回来，而不留在大城
市？”余元君回答：“洞庭湖是个灾害
多发地区，有个洪涝旱灾，老百姓辛
苦劳碌一年，可能会颗粒无收。这种
靠天吃饭的生存环境，总得有人去改
变。我生长在洞庭湖边，有改变这种
环境的专业知识，这是我回来的动
力，也是我的责任。”

在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总院见习两年后，余元君被调到省
洞庭湖工程管理局，正式成为千百万
治湖大军中的一员。

洞庭湖区，一线堤防总长 3471
公里，包括 11 个重点垸 1221 公里，
24 个蓄洪垸 1161 公里，191 个其他
堤垸 1089公里，水情极其复杂，大堤
保护着 1000 万亩耕地和 1000 万人
口。作为湖南人民的母亲湖，洞庭湖
接纳四水，吞吐长江，其水系水情之
复杂、洪涝灾害之频繁、治理任务之
艰巨，国内少见。王孝忠说：“洞庭
湖是一块瑰宝，也是一座迷宫，更是
一道命题。”从综合治理、科学调节江
湖关系、确保防汛安全、水资源安全、
水生态安全来看，至今还没有完全破
题，任务极其艰巨，因此必须加大治
理保护力度。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烈日下，
风雨中，洞庭湖的大堤上，碧波荡漾
的湖水映照着余元君的身影。在他
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
堤垸、工情、水情图片及说明，分门别
类，整齐明了，这是他不知熬了多少
个日夜，从大量琐碎的基础资料中分
析整理出来的。“余元君是湖南最熟
悉洞庭湖治水情况的几名专家之
一。”湖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张振
全说。

多年来，余元君结合工作实际，
撰写了大量论文和学术报告，其中20
多篇论文发表在省部级刊物上，组织
和参与了许多科研项目，有的项目获
得省科技进步奖。他勇于创新，牵头
开发使用“洞庭湖建设项目管理系
统”，提升了全省水利工程管理信息
化水平，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同事说

他是“行走的洞庭湖水利百科全书”，
余元君整理完成的《洞庭湖治理工程
建设与管理适用文件汇编》，被誉为

“洞庭宝典”。

忠心：

“守护的重担，洞庭人来挑”

工作 25 年来，余元君深入洞庭
湖、了解洞庭湖、研究洞庭湖，同事们
亲切地称他“湖里精”。

洞庭湖水系复杂，接纳湘资沅澧
四水，吞吐长江，水旱灾害频发，是湖
南乃至全国治水的重点难点。这些
年，余元君踏遍每一条水系、每一段
堤防、每一个垸子，心之所想，眼之所
见，都是洞庭湖的治理大业。一支
笔、一页纸，他就能勾勒出洞庭湖任
何区域的水系图、工程分布图，其速
度之快、位置之精准、数据之翔实，令
领导和同行刮目相看。

为编制洞庭湖治理规划，余元君
坚持现场走访踏勘，确保掌握第一手
资料。余元君带队查勘一处污水自
排闸，洞内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大家
劝他不要进去看了，余元君坚持要进
去摸清情况。他穿上雨靴，拿着手
电，一头钻进漆黑的涵洞。等他从
100 多米长的涵洞出来时，靴子里灌
满了污水，衣裤被打湿，全身散发出
难闻的臭味，腿上还因为污水浸泡出
现大片红斑……正是这样一次次认
真扎实的实地查看，使得余元君主导
的洞庭湖治理规划设计符合实际、科
学合理，既节约了工程投资，又消除
了安全隐患，为治理工作打下了坚实
基础。

为做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洞庭文章”，余元君及时调整
工作思路，从以往单一的工程治理，
逐步转变为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工
程建设的协调融合。2018 年 12 月
14日，余元君给同事们上的最后一堂
党课是《洞庭人如何履职》，课上他深
情地讲道：“老一辈‘洞庭人’骑自行
车、划小船，用双脚丈量洞庭湖，用双
手绘制工程图，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今天，守护好一江碧水、一湖清水的
重担，落到了我们肩上。作为‘洞庭
人’，作为共产党员，要为洞庭湖谋长
远，功成不必在我，但建功必须有

我。”
2019 年 1 月 19 日，岳阳市君山

区钱粮湖垸分洪闸工程正在加紧建
设。工地上寒冷而泥泞，余元君一早
来到这里，换上雨靴，戴上白色安全
帽，现场查看工程。午餐后立即来到
简 易 工 棚 主 持 调 度 会 ，全 程 毫 无
异样。

直到 16 时 07 分，余元君感到心
脏一阵剧痛，他的工作戛然而止。10
分钟后，他陷入昏迷，留下的最后一
句话是：“躺一下，也好。”他的会议记
录停留在当天最后一个发言人的名
字上，还没来得及记录发言内容；洞
庭湖的分洪闸工程建设尚未完工，他
梦想的“数字洞庭”还没开发；他的孩
子还未成年，给孩子编写的奥数辅导
书已经不可能完成……生命就这样
定格在尚未完成的那一瞬间。

从这个瞬间往前回顾余元君生
命中最后的三天，是马不停蹄夜以继
日的奔波：

1月 17日上午，在长沙参加一个
工程项目的评审会议，午餐后利用休
息时间起草评审意见。下午赶往华
容县，验收洞庭湖治理工程，晚上开
会听取汇报。

1月 18日一早，赶往华容县禹山
镇，协调蓄洪垸相关事宜。11时返回
华容县水利局，继续开会研究问题，
期间简单午餐，直至 16 时各方基本
形成一致意见才散会。会后，立即赶
往大通湖东垸分洪闸建设工地，之后
在项目部召开会议布置工作，直到
深夜。

1月19日早上，到达生命最后一
站——钱粮湖垸……

1月25日，在余元君倒下的工棚
里，他最后坐的椅子空着，最后戴的
安全帽被郑重放入橱柜。钱粮湖垸
分洪闸工程工地上，28孔闸门的闸墩
已经竖立，“向余元君同志学习”的横
幅悬挂了起来。

守心：

“拿合同来，按程序办”

“经手资金上百亿，两袖清风守
底线。”这是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
管理局局长沈新平对余元君的评
价。这些年来，余元君先后主持了洞

庭湖区数百个项目的技术评审和招
投标工作，签下的合同、经手的资金
不下百亿元。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
员，余元君坚守底线、廉洁自律。余
元君常说：“我们管理上亿元资金，管
的是国计民生的大事；用实每一笔
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湖南省洞庭
湖水利工程管理局管理的工程项目
变更、资金审批，不管谁来申报，余元
君都是一句话：“拿合同来，按程序
办。”

入党 17 年来，余元君始终以干
净干事的清廉作风和不管大事小事
都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而闻名。大
到他经手的上百亿元资金和合同没
有一例违反党风廉政规定的举报和
负面反映，小到同事送的一片“暖宝
宝”都要把账算明白。

湘阴县水务局副主任姚骞回忆，
2017 年 11 月 6 日，余元君率队来湘
阴县开展沟渠疏浚工作督查，14时左
右回到单位食堂用餐。期间，一名工
作人员端起茶杯祝余元君生日快
乐。意识到当天是余元君的生日后，
姚骞当即表示，下午工作结束后到县
城选一个条件稍好的饭馆，私人请客
为余元君庆祝生日。余元君则表示：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过生日的。出来工作要按照
规章制度来，不要因为你的一片好心
害了一帮人。”当天下午，余元君督查
完后又迅速召开工作调度会，一直忙
到深夜。

在余元君的高中同学中，有多人
担任家乡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但
余元君始终与他们保持着“君子之交
淡如水”的关系，别说为亲戚打招呼
求关照，就连母亲临终的紧要关头，
他都不肯动用私人关系让同学为自
己行方便。

2017 年农历八月十九日，余元
君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随即向领导
请假，并请求同事开私车将他送到火
车站。登上火车后，余元君没有联系
家乡的任何一个同学帮忙接送，而是
打电话给哥哥，请求其从老家骑摩托
车来火车站接站。

回到家两天后，母亲走了。为了
不给其他人找麻烦，余元君没有通知
任何同事或同学，只是和家人一起送
走了母亲。之后，他立即回到了工作
岗位。

行走的洞庭湖水利百科全书
——追记湖南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余元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从事水利工作25年的余元君，用

生命实现了自己“希望将来能为家乡

有所贡献”的初心，为“治水兴湘”奋

斗到最后一刻；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

员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品格；用忠

诚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

碧水”的重要指示精神。

他用自己 46 年的生命诠释了新

时代好干部的奉献和担当，他是新时

代水利科技工作者投身水利事业改

革发展的优秀代表。

他，理想崇高、信念坚定。认真

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新时代治水

工作方针，将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

现在为党和人民工作的生动实践中，

将满腔热忱投入到水利事业上，为有

效保护、科学治理洞庭湖奉献了毕生

精力。

他，恪尽职守、敢于担当。负责

工程技术尊重科学、求实创新、严格

把关，组织建成了一大批优质水利工

程，每逢汛期身先士卒奋战在湖区防

汛一线，遇到重大抢险经常吃住在堤

上，直到殉职前还一直奔走在蓄滞洪

区建设一线。

他，业务精湛、勇于创新。把

一生用在对洞庭湖的保护和治理

上，有近 20 篇论文在省部级刊物上

发表，曾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和省水利科技进步二等奖，是洞庭

湖保护与治理的专家和复杂水系的

“活地图”。

他，严于律己、廉洁正派。牵头

开发使用“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

理局千里眼项目管理系统”，对湖区

工程建设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监管，

严以用权、公私分明，主持洞庭湖区

数百个项目的技术评审和招投标工

作，没有一起负面反映，对家人亲属

严格要求，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清白

做人、干净干事的清廉作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余元君把

初心使命铭刻于心，才有了更高的思

想起点，才有了不竭的精神动力。伟

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

榜样引领。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行百里

者半九十。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

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

的。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

新时代，让我们像余元君一样，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撸起袖子加油

干，重整行装再出发。

初 心 的 力 量
刘 麟

在我国西南地区海拔1800米到4200米
的高山峡谷中，有一条数百公里长的国防通信
线路，负责维护这条穿越金沙江、澜沧江、白马
雪山的“信息天路”的，是战略支援部队某旅五
连官兵。多年来，连长翁春芳带领全连官兵常
年工作在高海拔、高紫外线、高寒冷、低含氧量
的高原上，为祖国的国防建设默默奉献。

在云南迪庆州德钦县一座以“向阳”命名
的桥梁附近，有段 10 多公里长的奇特线路。
说它奇特，是因为超过 60 度的陡峭山坡上，
满是不大不小的碎石块，脚踩上去松松垮垮、
极易打滑，用手攀援却又无处着力，只能深一
脚浅一脚地往山上挪。每挪一步，石块都会
哗啦哗啦往下掉。像这样崎岖陡峭的山路在
战士们巡线途中比比皆是。

有年冬天，连队通信机房突发告警。经
测试，是某段标石间出现大损耗点。翁春芳
即刻带人冒雪出动抢修。可是，地被冻得坚
硬，铁镐砸下去只留下一个个白点。抢修陷
入僵局。雪花借着风势，打得人脸上生疼，但
抢修队员没有一人打退堂鼓。他们捡来干柴
生起火，把冻土一点点烤化，然后再开挖。7
个多小时后，故障被成功排除。

2017年7月，连续几天的暴雨，将澜沧江
上一段过江国防线路多处冲断。此时，边境
军情正急。翁春芳带领官兵火速抢通，把一
根长绳一头拴在四级军士长郑成兵腰上，一
头拴在自己腰上，拉着端坐江面铁索上的战
士，向江对面一寸一寸地挪动，将国防光缆挂
钩一个一个挂在飞索上，一阵江风吹来，他们在20多米宽的江面上荡起
了秋千……就这样，官兵们连续奋战3天，把10余处断点全部抢通。

5年来，翁春芳带着他的兵，走过10多万公里的“天路”，有时会滑
下山崖一大截，有时被激流冲出好几米，有时还未走出深山老林，腿上
就爬满了蚂蟥……就是在这样步步惊心的线路上，他们创造了连续 5
年无重大伤亡、无责任性阻断的纪录。

五连地处滇、藏、川三省区交界处，这里藏族、纳西族、彝族等少数
民族混居在一起。在这里处理光缆线路问题，要考虑民族、宗教、地域
文化等问题。

一次，翁春芳带队巡线时，发现在一段国防光缆线路上，有七八辆
几十吨重的大货车来回穿梭，施工时带起的尘土漫天飞扬。在光缆线
路上施工，很有可能会压坏或铲坏国防光缆，翁春芳赶紧上前制止。村
干部白马闻讯赶来，翁春芳耐心地给他讲解法规法纪，反复强调国防通
信线路的重要性，终于得到了白马和村民们的理解和支持。沟通协商
后，白马让施工队在线路上方铺设好几厘米厚的钢板，并在安全范围外
取土，既保护了线路安全，也保证了施工方的便利。

后来，白马和翁春芳成了朋友，同时也成为巡护线上的一名民间
“义务护线员”。没事的时候，白马总会到线路上去转一转，发现问题第
一时间给连队打电话。时间长了，越来越多的当地各族百姓也成了翁
春芳的朋友，他们和连队官兵一起看护着这条国防通信线路。

连队驻地的藏族群众有在端午节赛马的习俗。这天，藏族群众从
四面八方赶来观看赛马比赛，翁春芳把赛马比赛作为连队开展护线宣
传的有利契机。在端午节的前一天，翁春芳带领骨干来到迪庆州解放
村，看望慰问义务护线宣传员拉茸，并给他带去了各种护线宣传物品，
请他在赛马节上发放给藏族群众进行护线宣传。

近年来，在军地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像迪庆州解放村达拉小组拉茸
那样支持国防建设、义务护线宣传的藏族群众越来越多。大家紧紧团
结在一起，互相帮助，和谐共处。藏族同胞的青稞收不完，连队官兵听
说后赶去帮忙；驻地附近村子修水渠，连队派人配合监督涉线安全；驻
地修高速公路，连队积极上报迁改线路计划；连队搞建设，驻地政府派
来施工队……心相连，手相牵。如今，连队官兵巡线路过沿村，当地康
巴汉子总会热情地招呼他们到家里歇歇脚，请“金珠玛米（解放军）兄
弟”喝杯酥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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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元君 （左三） 在组织研究分洪方案。

（资料图片）

▽ 余 元

君殉职当天上

午 ，他（右 一）

带队检查项目

建设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