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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当第一缕阳光悄然照射在桃花
山上，在叽叽啾啾的鸟鸣声中，位于太行山
深处的河北邯郸市涉县后池村已然苏醒。

“村里一天一个样，我是越来越喜欢
这里了。现在就是赶我，我也不走咯！”幸
福的笑容洋溢在后池村村民王永梅的脸
上。3 年前，从重庆嫁到这里时，她有种

“被骗”的感觉。如今，王永梅和丈夫开起
了便民超市、川味农家乐和家庭旅馆。

王永梅见证了这个小山村的发展变
迁。荒山道路修起来、富民产业兴起来、
生态旅游搞起来、美丽乡村靓起来……短
短3年，后池村从集体经济为零、农民人
均年收入刚过3000元的穷山村，跃升到
集体收益超越百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达
1.3万元的富裕村。不仅实现全村整体脱
贫，还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和法
治示范村”等称号。

后池村的村民都清楚，这一变化，全
靠村里有个一心为村民谋利的党支部，是
党员干部们带领全村群众艰苦奋斗，让这
个穷山村有了希望。

实话再多，不如实干一场

“出门就是山，旱田挂崖间，种地望天
收，吃水下谷担”。行路难和吃水难就像
两座大山一样阻挡在后池人面前。后池
的年轻人纷纷走出大山谋生计，1200 个
户籍人口的村庄，长期留驻的不足 400
人。青壮年人口流失又带来土地的荒芜，
2014年底，后池村祖祖辈辈垒砌的3500
亩梯田被撂荒2300多亩。

面对这样的状况，村干部刘留根坐不
住了。2014年被党员们推选为新一届党
支部书记后，他开始琢磨怎么改变家乡贫
穷落后的面貌。

“没有出村道路，何来百姓致富？没有
水源解渴，何谈幸福生活？”2015年初，刘留
根与党支部班子成员讨论：“有的村自然条
件跟我们差不多，为什么能够富起来？”

“实话再多没有用，实干才是硬道
理！”后池村党支部成员形成共识：从解决
道路和饮水问题入手，带领全村群众改变
山村落后面貌。

2015 年 12 月 8 日，早上 6 点，天刚
亮，后池村向大山的宣战号角吹响了。“谁
有空就上山修路哟！”一支7人修路队伍
走出村子，带头的是党员刘虎全、刘土贵、
刘社会。他们扛着铁锨、镢头等农具，自
带干粮和水上了山。从此，村里的大喇叭
每天早上7点准时响起。6天时间，后池
村的修路队伍扩大至130余人。

“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群众
看到，村党支部书记刘留根早上最先上山
修路，天黑最后下山。春节假期，他还让儿
子回村加入村义务修路大军。村党支部委
员赵书斌，虽然已经65岁，但从修路那天
起，他把自家的汽车开到了工地上。活儿
抢着干，车坏了自己修，油没了自己加。

年近 70 岁的老党员刘虎全，每天在
工地搬石头垒堰坝。被山风吹得感冒了，
他就坚持白天修路，夜里输液，医生和家
人都劝他休息，他回答：让我再干 3 天。
可是到第三天夜里，他与村党支部书记商

议工作时突发脑溢血，从此卧床不起。
“党员干部能带头，全村百姓跟着

走”。从此之后，每年大年初四开始，后池
村义务修路大军必上山，无论在外打工的
青年人，还是在外读书的学子，全都投身
义务劳动。

就这样，20多公里的盘山路，由村民
一镐一锹自发修起。2018 年末，后池村
连接山外和连接山场的公路全部贯通。

山沟里，与行路难同样突出的问题是
缺水。为村民找水，是后池村历届党支部
的任务，刘留根也没有放弃。钻杆下到
500米，水出来了，但几分钟后断流。打
井队负责人准备收工撤走设备，刘留根一
把抓住他的胳膊说：“不能走啊，打不出
水，我怎么向乡亲们交代啊。”当钻到653
米时，一股水流终于从抽水管喷涌而出。

激动的村民们涌向井台，捧住水就往
嘴里喝，祖祖辈辈缺水盼水、想水找水的
梦想总算实现了。2017 年，后池村又打
了第二口井。2018 年端午节，自来水流
进了各家各户。

收成再好，不抵创新一搏

如今走进后池村，原本裸岩遍布、褐
黄色的桃花山已蜕变为生机勃勃的青山，
一道道亮丽的生态七彩梯田景观，让沉寂
多年的荒山重新焕发生机。

“解决出门难、饮水难，仅仅是我们追
求幸福生活迈出的第一步。”早在 2015
年，修筑公路间歇，刘留根就向村两委成
员说出了自己的决心：“还要让老百姓富
起来，这样的农村才有吸引力。”

但是，像后池这样自然条件差的村
子，要致富谈何容易？“传统耕作收成有
限，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多次到后池村参
加义务劳动的涉县县委书记汪涛认为，后
池要调整产业结构创特色，“就是贯彻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经济
林木发展和生态旅游上求突破”。

于是，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共同富裕，让自然条件

恶劣的后池变‘金池’”的发展思路通过村
党支部集思广益，在后池村推行开来。

成立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村集体与
全村350多户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将
全村土地以每年600元至800元的价格
统一流转给集体，再由村里统一发展多种
经济作物种植。

成立村农宅开发合作社。将村里没
人住的11处宅基地、70多处古旧石宅及
100 多处新盖砖房按照股份合作制要求
集中管理，发展新型农家乐等业态，以最
大限度盘活存量资产。

成立村旅游开发公司。将村里的盘
山公路、古老梯田及正在开发的桃花山景
区等资产纳入经营范畴，同时开发出先锋
岭、逐梦路、圆梦峰等景点，让旅游产业成
为村里的新业态。

在紧锣密鼓的产业创新实践中，后池
村农业合作社600亩高效中药种植园建
成了；600亩特色果品采摘园挂果了；荒
山秃岭上栽种的72万颗松树和柏树成活
了；村农宅合作社20多处家庭餐馆、农家
乐宾馆开业了；村旅游公司用3871棵红
叶矮樱和金枝槐等树种“绣”出巨幅党旗，
用旧轮胎做成的世界最大算盘，在山顶搭
建的旅游栈道相继呈现在人们面前。

“种植结构调整，让土地效益翻了好几
番，再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分红，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当年外出打工的很多村民都回来
了。”后池村旅游公司党组书记刘书平告诉
记者，村里生态环境变好了，村里的名气也
在外面传开，休闲旅游、参观学习的人们纷
纭而至。2018年，村里接待游客达15万人
次，“春节期间，来后池的游客达10万人次，
预计今年全年游客数量将比去年翻一番”。

表态再诚，不如贴心同行

2016 年 7 月 19 日，大雨引发的山洪
将刘留根家的正屋山墙冲开一个大窟窿，
倾泻而下的泥水直灌家中。面对险情，刘
留根的妻子刘香叶没有找自己的丈夫，而
是将求救电话打给了关防乡包村干部李

亮斌。因为刘香叶知道丈夫肯定在为群
众抢险救灾，即使打了电话他也回不了
家。“当时我在县里开会，听闻灾情后，立
即往村里赶。”刘留根回忆说，山洪将道路
冲垮，“我就弃车爬山往村里赶，心想爬也
要尽快爬到受灾群众身边，他们需要我”。

刘香叶猜得没错，连滚带爬走了4个
小时的山路，刘留根到村里时天已黑了，没
有回家直奔受灾群众的家中。连续忙了两
个昼夜，直到村民的安全得到切实保证，刘
留根才回到家中清理那淤积过膝的泥浆。

“乡亲们选举我担任村干部，盼着我
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说起当时的险情，
刘留根说，“作为村里的当家人，群众看的
不是我们表态许诺有多诚恳动人，而是在
艰苦危难时与谁在一起”。

这是刘留根的心声，也是后池村支委
班子的共识：时时刻刻把全村群众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为解决村里孩子上学难题，
刘留根把前池、后池村的干部聚到一起，
提出两村联建学校的想法。2017 年 4
月，后池新愚公希望小学落成。看到教学
条件逐步改善，原来不少出外就读的学生
又返回村里上学了，在校人数也由过去的
73人增加至现在的195人。

村党支部一心为群众，70 多岁的村
民刘长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村里修路、
植树需要资金，集体没有积累，村干部就
自掏腰包，有上万元的，也有十几万元的，
一垫就是几年。”老人动情地说：“在发放
村里劳务费时，所有资金向困难群众、普
通群众倾斜，不拖不欠，可村干部的钱几
乎都有拖欠，这就是共产党员的境界。”

干部关心群众，群众热爱家乡。如
今，外出打工的后池人纷纷回到了村里，
目前全村常住人口由过去不到400人上
升到900多人。后池村党支部被评为“全
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后池村群众以“村民
齐力‘愚公移山’，开山劈石修通‘致富
路’”的事迹荣登2016年“中国好人榜”。

看到眼前的美丽景象，村党支部没有
自满。刘留根表示，“我们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继续为群众的美好生活奋斗”。

后 池 如 今 变“ 金 池 ”
——河北涉县关防乡后池村党支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谋振兴纪实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宋美倩 通讯员 周金立

河北邯郸市后池村党支部带领群众修路现场。 （资料图片）

在600米的地层深处，竟然可以乘坐
专用防爆车在宽敞的大巷中平稳穿行。
如今，现代化智慧矿井到底长啥模样？记
者日前跟随“矿三代”赵昌圣体验了一把。

在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巴彦高勒煤矿
综采工作面智能化集控中心，6 台防爆
电脑清晰显示着工作面所有支架的压力
及状态、采煤机的运行参数、煤壁及支
架视频影像。它与地面集控中心的显示
器相连，可以在地面控制井下300米长
工作面上的所有设备。职工“矿三代”
赵昌圣点动鼠标，屏幕中采煤机滚筒迅
速打开喷雾，连接运输机的顺槽皮带输
送机也随之运转起来，随着采煤机的推
进，滚滚“乌金”顺着顺槽皮带经主井
提升到地面。

“我爷爷那辈人，一人干一天最多产
煤5吨多，现如今一天的产量能达到3万
吨左右。”看着屏幕，赵昌圣感慨。今年上
半年，巴彦高勒煤矿784名职工创出单日
生产近5.2万吨新纪录，其中自动化截割
产量占到八成。

40 年前，煤炭资源成为国家能源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城市因煤而兴，
赵昌圣的爷爷赵业山成为淄矿集团岭子
煤矿的一名采煤工。“那个时候，到达采煤
面全凭两条腿，在巷道内就要走2个多小
时。采煤基本上都是趴在地上，煤层稍厚

一点的地方，能半蹲着就不错了。”赵昌圣
用手比划着说，“听爷爷讲，那时候矿工都
是用铁锹、手镐把煤炭攉下来，再装到筐
子里，通过接力的方式把煤炭运出来，最
终用轱辘绞上井。”

“矿二代”、巴彦高勒煤矿矿长王根盛
的父亲也是淄矿的老矿工，他是听着父亲
讲井下故事长大的：“煤矿工人过去被人
称作‘煤黑子’，一天下来，除了牙是白的，
全身黢黑。在低矮的煤层中，支护只能靠
木头垒成垛架，通风又不畅，井下潮湿闷

热，工人一天下来浑身都被汗水浸透。那
个时候没有矿灯，下井都是几个人合用一
把手电筒，矿工们在井下从来不吃饭，干
渴时只能喝一点顶板渗下来的水。关键
是安全没有保障，大家都说采煤工是把脑
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早上下井，晚上能
否安全归来，谁也不知道。”

1987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煤炭
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引进机械设
备，井下作业环境大为改善，工人的劳动
强度也逐渐减轻。赵昌圣的父亲赵庆柱

子承父业，成为淄矿集团埠村煤矿的一名
采煤工人。相对于岭子煤矿来说，埠村煤
矿已经有了跨时代的突破。在机械应用
方面，采煤工作面有了溜子（一种运煤装
置），支护设施也是较为先进的单体支柱，
矿井通风、照明、运输等系统不断完善，煤
炭开采以炮采为主。

“轰隆一炮放下来，工作面煤尘横飞，
井下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防止坍塌，矿工
要钻进厚厚的煤尘进行支护作业，一刻也
不得停歇。等到支护完毕，矿工就用铁锹
将溜子以外的煤铲到皮带上。”赵昌圣介
绍，那时候，安全事故还是个久治不愈的
顽疾。“小事故长流水，大事故不断线，几
乎每个班都有人磕伤、擦皮，被工友抬着
出去的也不少。”赵昌圣苦笑说。

步入新时代，淄矿集团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推动煤炭生产由“汗水型”向“智慧
型”转变，巴彦高勒煤矿率先应用并探索
智能化开采技术。巴彦高勒煤矿综采自
动化小组于 2016 年正式成立，经过 3 年
的合力攻关，一举攻克数项技术壁垒。

“以前，我们跟着采煤机转，现在，
除了在现场做一些简单的维修保养工作
之外，通过地面集控室，完全可以穿着
白衬衣体面地控制井下采煤机作业，再
没有人会叫我们‘煤黑子’了。”赵昌圣
自豪地说。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蕴藏着丰
富的油气资源。然而，面对恶劣的
自然环境、复杂的地质条件，“夺油
集气”需要破解一系列难题。“必须
因地制宜，一味靠经验不行。”中石
化西北油田完井测试管理中心副主
任刘练说。

如果把钻井比作盖房子，完井
相当于内部装修，是油井建设的最
后工序。完井作业质量的好坏，直
接影响到油井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寿
命。近年来，西北油田完井测试管
理中心鼓励员工“迎着问题上”，涌
现出一批“石油创客”。他们通过技
术创新，实现节支降本，2014 年至
今已经累计节约成本3.65亿元，创
造经济效益8200万元。

“西北油田存在特殊性，亟需发
明适合油田生产的工具。”刘练坦
言，“对我们而言，科技创新是刚需，
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被逼出来的。”完
井测试管理中心下设完井测试工程
技术所，副所长王鹏辉说，“我们就
像设在油井边上的实验室，问题出
在哪里，研究的方向就在哪里”。

西北油田有几十口“鼹鼠洞”采
油井，常规刮管器无法进入。怎么办？经过一系列测试，
完井测试管理中心研制了二次变径刮管器，进“洞”时可
缩小，作业时恢复原状，出“洞”时又会缩小，经历神奇的

“变身”后，顺利完成套管刮削作业，既节约了费用，又节
省了时间。

面对世界少有、国内仅有的超深海相碳酸盐岩油田，
身为技术带头人的刘练利用紧贴一线的优势，取得了一
系列科研成果。在塔河油田完井测试、超深井开采技术
攻关、顺北特深油气田完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
还带领团队建成了“西北油田井控实训基地”。在刘练的
倡导和主持下，完井测试管理中心探索建立了“培根工作
系统”，将14个大项33个分项200多个小项的基本工作
纳入系统，将每项工作都进行“价值赋分”，首次在该区域
石油技术管理领域实现“量化”，有力激发了职工开展科
研的动力。

作为完井测试项目管理部部长，李洪文带领团队编
制了《完井测试管理点对照手册》，把完井测试类的作业
细分为100项管理节点、2000个监督要点。根据作业进
度，单位实时与驻井现场项目管理工程师对接管理要点、
提示风险与消减措施，保证了安全、优质和高效作业。

今年4月，中心独创的“机液一体化丢手器”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填补了国内外空白。截至目前，中心已获得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48项、发明专利2项。“今后，我们会继续鼓励
一线职工开展科技创新，培育更多的‘石油创客’，为西北油
田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完井测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贾
书杰说。

“再也不被叫‘煤黑子’了”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弋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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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滨州邹平，“韩霞家政”是本土知名的家政品
牌，从最初从事搬家、保洁等简单业务慢慢成长壮大为一
家集培训、养老并提供专业月嫂、育婴等30多种服务项
目于一体的全方位专业家政服务机构。

今年43岁的韩霞，1993年毕业于滨州供销技校，在市
商业大厦（现圣豪商业集团）工作了11年后，于2004年
辞职。

2006年，韩霞通过自学考取了国家“心理咨询师”资
格证书。2007年3月，她成立了韩霞家政公司。随着家
政服务公司的稳定和壮大，她又先后成立了韩霞家政职
业培训学校、晨夕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阳光佳苑明集老年公寓。

10多年来，韩霞家政公司先后为2000多名城镇失
业、下岗女性提供了培训—实践—就业安置一条龙服
务。公司先后获得“山东省诚信服务先进单位”“A级信
用单位”“敬老文明号”“巾帼文明岗”等荣誉称号。她本
人在2016年9月被山东省老龄工作委员会评为“山东省
十大孝星”。

巾帼创业“孝”容最美
文/摄 司德明

韩霞（右一）在指导行动不便的老人锻炼身体。韩霞
2017年帮扶结对困难户、留守儿童、特困家庭等10余次，
先后捐赠衣物、生活用品、书包等约2.8万元。

韩霞（中）利用空闲时间和喜欢打牌的老人一起打纸
牌。她经常免费为五保老人及社区老人提供理发、助浴、
助洁、助乐、助娱及送衣服、被褥、生活用品等服务，受助
老人达2000人左右。

巴彦高勒煤矿井下智能操控系统。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