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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刘杨扶着楼梯一路走走歇
歇，准点来到办公室。脑血栓造成的后遗
症使他行动略显迟缓、言语不清、双手颤
抖得笔都拿不稳。

尽管如此，刘杨仍然坚持每天上班，
通过浏览以前的工作记录来帮助自己“回
忆”业务，一边看一边记，一本厚厚的笔记
本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每天的学习心得。

刘杨，河南南阳市桐柏县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他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挑大
梁的“拼命三郎”，自分管全县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以来，3年间共协调召开全县易地
扶贫搬迁推进会 25 场，几乎每周至少一
次前往现场督导工作进度，让 1126 户
4280 名贫困人员得到搬迁安置，推动拆
旧生态修复、乡镇“五新”等工作稳步推
进，使桐柏县集中安置区在建设品质方面
不断提升，得到上级部门的高度认可。

“检查身体可以等，搬迁工
作不能等”

熟悉刘杨的人都知道他工作起来很
“拼”。今年9月1日，送孩子上学后他匆
忙回到了岗位。而这一天，距他动完脑血
栓手术不过3个月。“无论什么时候，刘杨
的工作状态都令我们敬佩。”看到刘杨迫
不及待返回工作岗位，同事们纷纷感叹。

2016年8月，组织委派刘杨负责桐柏
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按照计划，春节前
全县所有的搬迁安置点都要完成竣工验
收，让贫困群众能赶在春节前入住。因为
时间紧、任务重，交叉进行、超常推进成了
集中安置点项目建设的常态。从准备申
报材料到筹备会议，从协调相关部门和乡
镇到亲赴现场督促工程进度，刘杨带领着
一班人马，加班加点，白天黑夜，一项一项
地落实、推进。截至2016年底，全县易地
搬迁安置 335 户 1300 人，拆旧工作也已
完成，位居南阳市前列。

“刚接手这项工作时，我们拼着一鼓
劲儿干，想着房子盖好了，群众能赶在春
节前搬进去，过个好年。”刘杨笑着说，“那
时候忙得脚不沾地，有时隐隐感觉心脏收
缩抽痛，也没太在意，就想着等闲下来去
看病。检查身体可以等，但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不能等”。

都说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中一
块难啃的“硬骨头”，但刘杨用他对事业的
忠诚和忘我的奉献精神证明，自己是一位
能担重任、能闯难关的人。

“为了乡亲们，累倒在一线
我也心甘”

2017 年春节刚过，一心扑在工作上
的刘杨不等假期结束便立即奔赴岗位，开
始了新一年的奋战。

新的一年，他给自己定下太多的目标
要完成：2017 年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计划
安置 243 户 932 名群众，集中在全县 7 个
乡镇 8 个安置点，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23252 平方米，工程量大且涉及面广，要
做好统筹安排；2016 年由于全县拆迁旧
址多数位于山区中，实际复垦难度非常
大，复垦工作还需快速推进；按照省委、省
政府的政策要求，搬迁户要“搬得出、稳得
住、有产业、能致富”，还需协调好产业发
展和搬迁工程同步推进等，桩桩件件工作
他都细致安排，精心部署，确保按时按质
完成建设任务。

“不是没遇到着急上火的事，但刘杨
从来都不说难，只默默地干，工作求量也
求细。”县发改委主任朱盛说，“他干工作
采用台账式管理，通过细化分解各项任
务，压茬儿式推进，有思路、有效率”。

2017 年，桐柏县决定将朱庄镇朱雀
社区安置点打造成县级安置社区示范
点。为及时协调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问
题，理顺流程，刘杨通过台账式管理，将各
项工作细化量化，形成清单，明确重点任
务、责任分工和时序进度安排，极大地促
进了各项工作的推进，取得良好成效。同
时，他带队至少每周去现场1次至2次，根
据建设任务工作量清单一户户查，刘杨
说：“工程量能如实反映施工进度，我心里
好有个底儿。”如今的朱雀社区，一幢幢新
楼房鳞次栉比，一条条宽阔平整的水泥路
通达山外，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一应俱
全，家家户户门口贴着颂党恩的大红对
联，群众说，“日子真是越过越甜”。

工程推进中时常遇到各种麻烦，刘杨
总是从实际岀发，灵活地解决各种问题。
固县镇张畈村鸭子口安置点是同期开工
最晚的项目，2017年10月项目刚一开工，
就赶上 1 个多月的阴雨天。因为位置偏
远，雨天路不好走，导致材料运不进去，工
人开工难，这可急坏了数次前来督促工程
进度的刘杨。刘杨和县搬迁办工作人员
一边想方设法解难题，一边和工人们商量

各项细节。晴天抢着干，雨天搭起塑料棚
冒雨干，就这样，大家一鼓作气，斗白天、
熬黑夜，斗雨天、赶晴天。看着工程稳步
推进，刘杨心里高兴，这意味着贫困群众
距离搬进新家的日子又近了。“千难万难，
找到方法就不难。这难关，那难关，豁出
命来无难关！为了乡亲们早日搬入新居，
累倒在一线我也心甘。”刘杨说。

2017年12月，正值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建设的紧要时刻，刘杨开完一场工作
会议后突感心跳加速、绞痛难忍，只好
去医院检查，因病情严重，他被留院做
了心脏搭桥手术。可是，心里挂念着易
地搬迁工程进度和搬迁户安置入住情况
的他，术后仅20天就不顾医生劝告返回
了工作岗位，投入到2018年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中。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
有我”

“我觉得，刘主任就像一颗成熟的麦
穗。”和刘杨共事多年的同事张音说，“因
为只有成熟的麦穗，才懂得弯腰，不退缩、
不自傲”。

抱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的心态，工作再苦、再累，刘杨从不退缩，
迎难而上；业务再忙、再愁，刘杨没有丝毫
懈怠，总是严谨细致，追求完美；成绩再
多、再好，刘杨也不贪功急进，而是沉稳迈
步向前。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在工程完成后，竣工验收、确认房屋
安全适用的基础上，相关部门需要深入项
目覆盖的乡镇、村组调研走访，通过逐户
现场核对，对易地扶贫搬迁的对象识别、
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资金管理、产业帮扶
等环节的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验收。“3

年多来，刘主任带领我们分东西两片，几
乎将所有的安置点都筛查了 4 遍。”同事
姜森说：“感觉我们就像不知疲倦的陀螺，
对工作的热爱就是抽打陀螺的那根鞭
子。”检查验收后，接踵而来的是拆旧、生
态修复工作，集中安置区的规范打造、管
理运行，搬迁户“五个一”后续产业的发
展，安置点工程质量的排查整改，一系列
工作都在刘杨的推动下稳步开展。

对刘杨而言，工作忙到忘我是常态，
自己的身体状况却总是抛在脑后。2019
年6月9日，到南阳市里参加河南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刘杨感
到身体不适，在桐柏县人民医院输液中出
现半侧肢体麻木的症状，不得不转送到河
南省人民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临出发前，他放心不下手头的各项
工作，拉着同事再三交代，“三五天我不
一定回得来，工作上的事你们要盯紧
点”。最终，刘杨被确诊为脑梗，幸运的
是，因为发现及时，救治23天后病情逐
渐稳定下来。

“我还是要上班。”刘杨说，“哪怕先做
点简单的工作，也能帮助我慢慢恢复”。
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后，闲不住的他又回到
了工作岗位。如今，刘杨通过有计划地熟
悉过去的工作，定时做一些康复锻炼，加
上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帮助，身体情况一
天比一天好。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桐柏老区
是一片红色土地，曾因长篇小说《桐柏英
雄》和由此改编的电影《小花》影响了几代
人。如今，在新时代的大潮中，刘杨练就
了干事创业的过硬本领，跨出了忠诚担当
的铿锵脚步，表现出一名基层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甘为螺丝钉、勇当脱贫攻坚
排头兵的可贵品质，他是新时期的“桐柏
英雄”！

扶贫干部刘杨：

新时期的“桐柏英雄”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杜福建

“生产了大半辈子味精，现在却把这
个主业干成了副业。”菱花集团董事长江
保安说这话时没有丝毫惋惜，反而无比自
豪。如今，菱花年利润有一半来自于一二
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眼下，江保安整天谋
划着在全国各地开农场、种蔬菜水果、发
展生态观光农业。“我是‘70后’，仍要第4
次创业！”今年73岁的江保安轻松地说。

1979 年，山东济宁柳行乡农民江保
安贷款8万元，带领30多位农民创办了鲁
西南第一家淀粉厂，开始第一次创业。江
保安“水里捞金”大获成功，在他的带动
下，一年间，仅济宁地区就涌现出20多家
淀粉加工厂。

眼瞅着市场接近饱和，1989年前后，
江保安又把目光转向用过剩淀粉生产谷
氨酸，再生产味精进行第二次创业。把白
花花的淀粉变成亮晶晶的味精，可难坏了
江保安带领的一帮“泥腿子”。因为技术
不过关，发酵染菌“倒罐”，1个月就“吞”掉
了 1 年的利润。眼看着前几年积累的家
底就要被掏空，万般无奈下，江保安 6 次
去外地请来了味精行业“高人”。短短 3
个月，就把以前的亏损全部赚了回来，从
淀粉粗加工转型到生物高科技，进而生产
直面消费者的终端产品味精，“菱花”这个
品牌也随之破土绽放。

“俺们这上百号‘臭皮匠’捆起来也不
如一个‘诸葛亮’带来的效益高。”江保安
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开始高薪网罗英

才。为鼓励科研人员到一线搞创新，江保
安规定，工程师可享受集团副职待遇，高
工可享受集团副总待遇，其创新成果的
3%奖给个人。

1994 年起，江保安以品牌、技术、市
场等无形资产为核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资本运营战略布局，先后兼并重组了8家
国有企业，盘活存量资产 3.2 亿元，安置
3800多名下岗职工再就业。1995年，“菱
花”成为山东省第一家国家级乡镇企业集
团。

江保安的第三次创业与几头猪有
关。传统味精生产免不了制造大量污水，

这一度成为阻挠菱花集团健康发展的“拦
路虎”。正在江保安愁眉不展之际，几头
经常溜到企业淀粉生产初期排水沟里觅
食的猪引起江保安的注意，一段时间后，
这几头猪不但没掉膘，而且还长了几斤。

“这废水里大有文章！”江保安如醍醐灌
顶。经层层化验、提取，废水中含有大量
胚芽、蛋白粉、菌体蛋白、硫酸铵、有机肥
等有机质，如果可以提炼出肥料和饲料就
能反哺农业。江保安细细盘算：每生产1
吨味精的废水可回收副产品2.58吨，仅从
中提取的有机肥就能满足 3 亩土地的种
植需要；而 3 亩地收获的玉米，又可以加

工成1吨味精，一条循环经济产业链日渐
清晰起来，“农业种植—生物发酵—生产
副产品—农业种植、养殖”。

2000 年前后，江保安开启了一体化
绿色循环产业链的第三次创业。为此，企
业投入 40 多亿元，用高新技术让味精摘
掉行业“重污染”的帽子，破解了行业发展
瓶颈。江保安还抢抓退城进园的历史机
遇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建起梁山
菱花百亿级生态工业园，从创立之初的单
一淀粉产品，发展成50多万亩农业种植、
4 万头（只）特色养殖及年产 32 万吨调味
品、10万吨氨基酸、50万吨有机肥料、30
万吨生物饲料等生产能力，引领乡村产业
振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建的专家
组推荐为龙头企业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
齐鲁样板、菱花模式。

创业 40 年，菱花长成了参天大树。
40年后再出发，江保安踌躇满志地勾勒
出第4次创业的“路线图”：按照“循环
经济+现代农业+健康食品”的发展定
位，实施“种、养、加、销、观”一体
化发展，在济宁联合建设 100 万亩生态
农业园、100亿生态工业园、100亿健康
食品园、300 亿安全食品商贸物流园，
打造绿色有机健康食品生产基地、区域
循环经济示范区、乡村振兴样板区。同
时，在全国建设30个基地，辐射带动面
积逐步扩大到1000万亩以上，为乡村振
兴、健康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江 保 安 的 四 次 创 业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张伟光

已逾不惑之年的邹啟忠，是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人，街坊
邻居们都叫他“忠哥”。

忠哥 1993 年从部队转业到
南海公安局后，一直在黄岐派出
所工作，现任佛山市公安局南海
分局黄岐派出所社区警务中队副
中队长。

“阿忠是我们24小时随叫随
到的亲人，有事找他，一定能解
决。”提起邹啟忠，今年70岁高龄
的梁叔竖起大拇指。10年前，梁
叔和老伴、孙女一起来到黄岐，是
邹啟忠前些年管辖片区的街坊。

2015年3月，梁叔和老伴在
出租屋门前被人打伤。“当时我第
一时间打电话给阿忠，他马上赶
过来送我们去医院，还帮我们垫
付了医药费。”梁叔回忆说。

考虑到老两口独自抚养小孙
女不容易，邹啟忠还定期给梁叔
的孙女买衣服，赞助生活费和学
费，减轻老人的负担。“你看，我身
上穿的衣服、鞋子都是阿忠送的，
3年了，还很新，一直舍不得穿。”
梁叔的眼里满是感动。

邹啟忠吃苦耐劳，乐于助人，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
身边有需要的人。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像是一道彩
虹，斑斓的色彩映照着社区里的每一位群众，绚丽而
温暖。

一年除夕夜，一对做搬运工的外地老乡酒后打
架。正在单位值班的邹啟忠到达现场后，得知双方平
日是好朋友，伤势也不严重，便耐心做他们的思想工
作，但都在气头上的两人一时达不成谅解。见此，邹啟
忠对他们说：“这样吧，明晚我做东，我们在饭桌上好好
谈谈。”

最终，两个老乡经过邹啟忠的用心调解，放下了彼
此间的怨恨，重归于好。自那以后，每次在街上见到邹
啟忠，他们都主动停下来跟邹警官打招呼。

“虽然每天面对的都是些社区琐事、邻里纠纷、工
薪矛盾，琐碎而且繁复，但是尽心为他们办好这样的小
事，得到他们的认可，我很知足。”邹啟忠说，你对群众
好，群众其实都知道。

邹啟忠管辖的六联社区出租屋林立，人员结构较
为复杂，曾经一段时间偷盗案件高发，居民投诉频繁。
根据六联的治安特点，邹啟忠逐渐摸索出一套管理经
验：管好出租屋，就管好了整个社区。

他不仅通过着装巡逻震慑、便衣预伏打击等传统
手段严打偷盗违法犯罪行为，还创新推动警企联防建
设、“门禁+视频”系统建设、在人员复杂场所设立对讲
机互动平台等，给社区穿上“金钟罩”，极大提升了辖区
打防建设水平，促使辖区警情逐年下降，群众满意度逐
年提升。

“现在电动车忘了锁，都没人来偷。”刘姨是六联北
村二连市场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娘，两年前，她和丈夫来
到黄岐做生意，眼看着治安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
放心。

流金岁月，青丝已染成白发，但铮铮铁汉却不忘从
警初心。“社区民警就应该把心放在群众身上，每当看
到群众遇到困难，我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帮助他们。”邹
啟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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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4岁的张维学是重庆市垫江县三溪镇向前
村村民。他5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脊柱残疾背
驼，左腿残疾走路缓慢。然而，从小热衷根雕创作的张
维学身残志坚，几十年里，他凭借刻苦自学，不断摸索，
终于成为远近闻名的“根雕达人”。制作根雕，张维学
都是就地取材，用村里常见的继木、黄荆木、牛荆木等
树根，经过脱皮、造型、打磨、抛光、上漆等工序，按照想
象雕刻成作品，将其变废为宝。

2018 年 12 月初，在向前村驻村第一书记的鼓励
下，张维学的根雕出现在垫江县电商节上。一走上展
览舞台，仅一天时间就为他创收2000多元。今年，他
又创作了100余件根雕作品，制作根雕已经成为他的
主要经济来源。

“根雕达人”张维学
文/摄 孙凯芳

张维学在进行根雕制作后的整理刷漆。

张维学在摆放根雕作品。

工作中的刘杨。 （资料照片）

江保安（右二）与种粮大户交流有机肥施用效果等问题。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