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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改 甘于奉献
——追记重庆市国资委原信访处干部余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吴燕利

2019年7月8日早上6点，和往常一样，
重庆市国资委信访处处长余凯早早起床洗
漱，吃过早饭后出门，从渝中区大坪乘车前往
单位。

虽感觉身体不适，但想到周一工作较多，
余凯仍旧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投入到紧张
的工作中。他细致地把一周工作进行梳理和
分工后，组织信访处党支部全体党员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晨会的学习。

“不管在不在部队，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
能改。”

“我只要干这件事情，就一定要负责，一
定要把它干好。”

“信访是服务群众的一线平台，大家一定
要为群众服好务，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
想。”……

谁也没料到，在余凯讲完这席话的4小
时后，他因心脏骤停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
52岁。

戍边守防献青春

出生军人家庭，受军人父亲的影响，他从
小就树立了保家卫国的理想。1983年，余凯
如愿加入人民解放军，来到海拔4000多米的
西藏，成为一名光荣的边防战士。

余凯在西藏高原戍边21年，艰苦历练、
甘于奉献，以实际行动践行许党报国、戍边为
民的铮铮誓言。

“凯哥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甘于吃苦
和奉献，遇事总是冲在前面。”余凯的战友张
志清回忆，在西藏高原戍边的那些岁月里，余
凯一直积极参加连队的日常工作和学习，时
任正连职干部的他，指导帮助连队全面建设，
圆满完成了边防执勤等诸多急难险重任务。
他的表现，赢得了部队首长、战友的一致认
可。

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余凯作为
西藏林芝军分区墨脱过冬工作组成员，来到
大雪封山、被称为高原孤岛的墨脱县，蹲点指
导墨脱三营工作。历时7个月，他徒步走遍
三营各连排驻地，途中多次遭遇毒虫毒蛇侵
袭，吃尽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帮助边防官兵
和驻地少数民族群众解决了一系列工作、生
活等方面的问题。

1998年抗洪抢险时，余凯任副营职干
部，他组织带领官兵修建318国道八一镇至
尼西公路段抗洪堤坝。连续13天，他扛着沙
袋修防洪堤，身子泡在水中，每天和战士们吃
压缩干粮。最终10公里长的防洪堤完成修
建，保护了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2000年6月，波密县易贡湖溃堤，墨脱
解放大桥被毁，余凯再次与战友们一道，夜以
继日、忘我奋战，成功完成抢险救灾任务……
戍边21年，他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全部奉
献给了青藏高原。

重庆市国资委信访处副处长黄鹏说，余
凯一直以自己是一名退伍军人为荣。“他曾
说，不管在不在部队，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能
改，就是这份初心，一直支持着他把信访工作
做到生命的终点。”

扎根基层办实事

2004年12月，余凯从部队转业到重庆
市国资委从事信访工作。做好信访工作的难
度和需要付出的努力，丝毫不亚于他在西藏
高原戍边的军旅生活。在此后的15年信访
工作中，他发挥军人特有的不怕困难、勇于攀
登的精神，勤奋、细致，践行为民宗旨，以担当
作为、默默坚守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和
人民的忠诚。

信访工作等不得、拖不得，余凯坚持把
“重要事情不过夜”作为工作信条，24小时
把弦绷紧，随时做好处理群众信访事项的准
备。在处理轨道集团李子坝车站综合楼业主
因办证问题集体上访、建工集团某项目部外
聘驾驶员石某因伤致残等重大突发事件时，
他连夜召集相关企业研究处置措施，及时平
息事态、化解矛盾。在能源集团关闭低效矿
井、重钢集团淘汰落后产能等涉及数万职工
的分流安置中，他深入企业一线，倾听职工
群众的呼声，向他们宣讲形势政策，化解矛
盾，舒缓情绪，赢得了职工群众的理解和
支持。

重庆市国资委原党委委员、副主任黄宗

山介绍，信访工作的常态是：频繁地与来访群
众、各个相关部门打交道，或到来访群众的单
位现场去了解情况，写报告、整理资料等，仅
靠上班时间，远远不够。

余凯的妻子冉侨回忆，15年来，丈夫一
直是早上6点多出门上班，晚上八九点才回
家，加班到凌晨三四点也是常有的事。有时
候她一觉醒来，发现丈夫仍然在伏案工作。

冉侨曾抱怨过余凯，几次劝他换一个工
作，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只要是给群众许
下了诺言，就不能轻言放弃，既然选择了信访
工作，就要脚踏实地干好。”

同事文智敏说：“余凯常常告诫我们，老
百姓来信访接待室，肯定是遇到困难了，他们
遇到困难找到我们，说明对我们是信任的，我
们不能辜负他们。”

群众利益无小事

“群众利益无小事”是余凯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针对九龙坡区部分群众反映深夜下
班“回家难”的问题，他主动协调公交集团，开
通了夜班专线，市民为此多次打来电话表示
感谢。在处理三鑫服装公司因火灾烧毁档案
导致职工无法办理退休、中外合资企业诺贝
斯公司因外方股东失联导致职工无法得到有
效安置等问题时，余凯积极协调市、区有关部
门，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促使问题得到妥善
解决。在参与化解原“7字头”公交车800余
名职工办理退休、原重棉四厂2000余名下岗
职工享受医保补助、重庆耐火材料厂600余
户职工宿舍纳入棚改等一批历史遗留问题
时，余凯都是怀着对职工群众的深厚感情去
处理，争取有关市级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支
持，使一批长期上访的信访群众得以停访息

诉，有力维护了群众切身利益。
余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交流发言中讲道，我们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信访工作是服务群众的一线平
台，要为群众服好务，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
之所想。

57岁的李顺清，如今在老家长寿葛兰镇
带头搞起了农业合作社，在自己的钱包渐渐
鼓起来的同时，他也在带领村民致富。李顺
清告诉记者，他能有今天，全是余凯的功劳。
李顺清退伍后进入原四川染料厂工作，企业
破产后，他选择了病退。因为某些原因，李顺
清病退后没能享受到补贴政策，生活一度陷
入困境。于是李顺清就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
余凯。余凯先后3次来到李顺清的家中了解
情况，多方奔走协调，最终帮李顺清落实了相
关政策。

“落实政策固然重要，但让我更感动的
是，余凯的支持让身处困境中的我重新振
作。他帮我从人生困境中走了出来，没有他
就没有我的今天。”得知自己的恩人走了，李
顺清眼圈泛红。

在重庆市国资委工作期间，余凯累计办
理各类信访问题1800余件，先后获得重庆市
委、市政府“亚太城市市长峰会筹办贡献先进
个人”、市人社局、市防邪会“全市防范和处理
邪教工作先进个人”、市委市政府“2011—
2015年度重庆市信访工作先进个人”、市国
资委机关年度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党务工作者等表彰，荣立三等功1次、获得嘉
奖2次。

余凯在平凡的岗位上干了36年，他用生
命谱写了一名军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信访
干部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奉献之歌，他的
精神将永远被群众铭记。

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天眼供电服务队——

为祖国护天眼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蓝 望

“他们是守护大国重器的铿锵战队，燃
烧自己的小宇宙，只为探照浩瀚深远的星
际。听，他们在远方呼喊：天眼无边，南网
有力；苍穹咫尺，中国崛起！”在日前举办
的“第六届感动南网”颁奖典礼上，南方电
网贵州电网公司天眼供电服务队获得如是深
情评价。

这是一个怎样的团队，他们与天眼项目
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

11年，围着天眼走了3000多圈

1994年，天眼工程启动选址计划，2011
年正式开工，2016年9月25日工程圆满竣
工，历时22年。

作为国家重大工程、世界级的科技项目，
天眼受到南方电网公司和贵州电网公司的高
度重视。南方电网公司先后投入资金
8349.9万元，修建了110千伏塘边变电站、都
匀平塘克度35千伏变—大窝凼射电望远镜
项目35千伏送电线路工程及克度35千伏变
间隔扩建工程等项目电网配套设施，全力确
保工程对电压稳定性、谐波要求、安全管理等
供电质量的特殊需求。

“天眼供电服务队成立于2008年12月，
正好是天眼工程奠基仪式那天。然而我们的
服务却是从天眼工程选址那一天就开始了。”
天眼服务队首位队长杨光照介绍：“我们为大
射电工程提供服务，确保项目一启动就能得

到专业的供电服务。”
11年间，提供了2338次服务。天眼供

电服务队在天眼静默区内安装了16.8公里
电缆线路、21个电缆井、6台配变、24个端子
箱、12个开关柜。1.57公里的天眼钢梁，队
员们总计绕行了3000多圈。

天眼总工艺师王启明说，天眼供电服务
队与天眼之间的故事太多了，南方电网公司
的支持与服务让每一位天眼人感动。

2015年11月，35千伏天眼专用变电站
进入急需投运的关键调试阶段，项目电工在
调试中遇到电缆头发热的技术难题，于是求
助于天眼供电服务队。接到请求后，杨光照
带领生产设备部、变电管理所等部门5名技
术专家迅速出击，连续奋战三天三夜解决了
技术问题，保障了35千伏天眼专用变电站的
顺利投运。

2016年6月28日，由于观景台施工放
炮，飞石砸断了线路和设备。此时设备安装
调试正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电力供应却
突然中断。接到天眼工程项目部的求助电
话，天眼供电服务队的队员们立即奔赴现场
开展抢修，在供电中断48分钟后恢复了供
电。“供电员工为天眼建设提供了保障，有
他们在，我们很放心。”天眼工程技术人员
周红春说。

“有了供电部门的大力支持，天眼工程才
能快速睁眼，扫描宇宙。”天眼工程团队成员
甘仁波激动地说。

以优质服务为天眼提供保障

2016年天眼工程投入运行以来，都匀平
塘供电局主动对接天眼管理部门，以快捷、优
质、高效的服务赢得了管理部门的信赖。

在天眼综合楼内部，天眼供电服务队有
一间检修办公室。“天眼距离供电所29公里，
出现紧急情况我们很难及时赶到。现在，我
们的检修办公室距离望远镜台直线距离不到
1公里，有专人24小时值守，实现了用电问
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理。”天眼供电
服务队队长杨昌春介绍。

天眼零号变电站以及供应生活、科研设
备用电的电气设备日常运维由天眼管理部门
新招聘的7名电工负责。对此，服务队在了

解情况后迅速与天眼运维部门联系，发挥专
业优势为天眼电气设备管理量身定制了一套
规章制度，并义务为天眼电工定期开展培训。

2018年起，天眼供电服务队再次对天眼
供电服务工作进一步精细化、智能化改进，同
时加大对“天文小镇”电网软硬件投入，为天
眼提供了更强劲的服务保障。

“天眼即将投运3周年，天眼供电服务
队一直为天眼做好用电服务，遇到任何电力
线路故障，队员们总是第一时间赶到解
决。”天眼项目副总经理张蜀新表示。

天眼无边，南网有力。天眼启用以来，
已发现125颗脉冲星，其中86颗已经过国
际认证。其背后，有天眼供电服务队的默默
守护，他们是一支守护大国重器的铿锵
战队。

“听了课，就要按照我们讲的
做。”开始讲课前，郭素萍先开了个玩
笑：“如果不按讲的做，就不用听了！”

2019年12月26日，在河北临
城县赵庄乡贾庄村果农贾书芹的示
范基地，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郭素
萍带领“李保国科技服务队”的专家
们，送技术上门。这是她一年内第
4次来到这片山区。

李保国的名字在河北家喻户
晓，30多年间，他为山区百姓送科
技服务，带领10多万农民脱贫致
富，被称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2016年4月10日，58岁的李保国
积劳成疾，因病去世。

郭素萍是李保国的妻子，也是
李保国技术创新团队的核心成员。
李保国去世后，这个由30多名科技
工作者组成的团队，依然活跃在太
行山上。来到田间地头，郭素萍时
常会想起丈夫，身边的很多果树李
保国都亲手修剪过。

李保国和郭素萍是大学同学，毕
业后一起留校任教。夫妻俩原本在
城市里有很好的生活条件，但是他们说，“自己是学农业专业
的，要为农民、农业做点事”，俩人决心扎根基层，干一番事业。

再次来到贾庄村，郭素萍想起9个月前的一件事：当
时，她带领团队成员陈利英到贾庄村示范基地向村民授
课。课还没正式开始，陈利英就差点和村民吵起来。原来，
有几个果农不相信果树这样剪枝能提高质量和产量，陈利
英看到他们没按要求剪枝条，非常生气。要不是郭素萍拉
着，陈利英就直接扭头走了。

这一次郭素萍把话说到前头了，村民们很认真地听了
起来，没有争执。因为上次郭素萍和陈利英来剪枝条的实
验田，在天旱的情况下产量仍然不减，果品质量也提高很
多，村民们这次就是带着听话照做的心态来的。

“上次郭老师来地里讲课，枝条剪得让我心疼。没想
到，被剪的树，果实长得很好。”村民贾书芹的妻子刘小书
说，“大家都看着好，回自己地里跟着剪，我也按着老师教的
开始剪枝了。”

贾庄村有村民388人，村民收入主要以种地、外出打工
为主。在李保国科技扶贫专家团队的指导下，2000多亩荒
山全部种上了核桃，平地全部种上了苹果。如今，仅靠核桃
一项贾庄村就有30多户家庭年收入达到2万元以上，2018
年贾庄村也依靠这些果树脱了贫。

贾庄村的变化，是太行山贫困地区通过科技实现脱贫
的缩影。李保国虽然去世了，但是越来越多的“李保国”走
进了太行山。在河北农大，有一支由全校近千名师生组成
的“李保国扶贫志愿服务队”，他们沿着李保国的足迹，把实
用有效的技术带给群众，把脱贫致富的门路送给群众，不断
深化志愿服务、助力脱贫攻坚。

目前，河北省各高校已组建200支“李保国扶贫志愿服
务队”，万余名师生参与，成为全省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他们奔赴省内62个扶贫重点县，特别是10个深度贫困县
及206个深度贫困村开展精准扶贫调查研究、科技支农服
务、农村文化墙绘制、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医疗等一系列服
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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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四川华蓥山区阴雨绵绵，寒风刺骨。但在华
蓥市明月镇红光村残疾村民唐天星和妻子池元芳创建的

“草莓夫妻”大棚内，却“红心”点点，温暖如春。
“2019年种出的冬草莓不仅个头大，而且口感也相当不

错。”正与朋友在大棚内现场采购草莓的市民张女士满意地
说：“2018年我们也来买过，但品质明显不如2019年好！”

“2019年是我们自己培育的种苗。”唐天星见顾客夸
奖，显得特别开心：“心血总算没白费！”

生活在农村的唐天星，也有过外出务工挣钱的梦想。由
于自己右腿残疾，行动不便，无法找到合适工作。2004年春
天，他决定自谋出路，与妻子池元芳一起来到福建龙岩开了
一家干洗店，干了6年多。为照顾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
孩子，2011年夏天，夫妻俩返回家乡华蓥市，靠摆流动摊位
卖点水果。2013年秋，夫妻俩拿出不多的积蓄，又向亲朋好
友借了些钱，在邻近的广安区龙安乡与人合伙种植西瓜。学
到一定种植技术后，20l7年秋天，夫妻俩返回家乡华蓥，在
红光村租赁30亩撂荒地种植西瓜，并尝试种了3亩冬草
莓。2019年，唐天星夫妻俩开始自己培育种苗，并试种了5
亩，喜获成功，吸引不少市民慕名前来采摘品尝。

唐天星目前又租了5亩地，专门培育“草莓夫妻”种苗，
不仅供自己种植，而且还向市场销售。他说，人生不怕遇到
困难和不幸，重要的是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有信
心必然会赢！

“草莓夫妻”勤劳致富

文/摄 邱海鹰

村民唐天星在他和妻子池元芳创办的“草莓夫妻”园察
看蜜蜂给草莓授粉情况。

天眼供电服务队队员在巡检。 （资料图片）

余凯手指
着现场向身边
的干部群众了
解情况。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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