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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司机“发明家”
本报记者 马维维 通讯员 张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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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韩书记，感谢你们的大力帮助，正是
有了党的扶贫好政策和你们这些扶贫好干部，我
们才能在风雨中奔跑、在阳光下灿烂……”

今年“五一”期间，河南周口市川汇区商务
局驻华耀城街道办事处朱庄行政村第一书记
韩辉收到一封感谢信。轻轻的两页信纸，承载
着一对贫困姐弟沉甸甸的感激之情，并由此揭
开了三任第一书记接力帮扶的感人故事。

写信的是朱田莉、朱要杰姐弟俩。姐姐朱田
莉7岁那年，因发生意外，和刚满月的弟弟失去了
父母双亲。由于爷爷长年外出务工，家中的奶奶
既要种地干活，又要照顾患病卧床的二叔和年幼
的弟弟，实在忙不过来。不得以，刚要上小学的
朱田莉被迫辍学两年，在家照顾弟弟。

2017年，朱田莉、朱要杰被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对于品学兼优的朱田莉姐弟来说，继
续求学是他们摆脱贫穷的最大希望。

姐弟俩刻苦学习，不负众望。继2014年朱田
莉考入新乡学院后，2017年，朱要杰也考入吉林大
学。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实在供不起两个孩子
同时读大学。正当全家为此犯愁时，朱庄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李周专程跑到区总工会、乡村服务社
等单位，帮助协调申请助学金和资助款共8000
元，使朱要杰顺利踏入大学校园。同时，考虑到姐
弟俩的教育支出较大，李周还帮助姐弟俩申报了
低保、教育资助及助学贷款，并隔三差五地登门走
访，鼓励姐弟俩，送去米面油、慰问金等。

渡过难关的朱田莉姐弟专门写下感谢信，
表达对李周的感激之情。

2018年，李周离任前又将朱田莉姐弟俩的
帮扶工作交棒到第二任第一书记徐修权手
中。同年，为了帮助贫困群众改善生活条件，
川汇区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4类重点对象，在全区范围内组
织实施“六改一增”（改院、改厨、改厕、改门窗、改墙面地面、改照
明灯，增添或更新简易家具）工程。徐修权又把姐弟俩家列入帮
扶对象。

“院子里的水泥地是新铺的，厨房是新建的，门窗是新装的，还添
置了衣柜、沙发，难题解决了，生活更有奔头了，还是党的政策好啊！”
看到家里的变化，朱田莉姐弟俩禁不住又提笔写下了第二封感谢信。

针对朱田莉姐弟俩的帮扶仍在持续。2019年9月，徐修权将
朱田莉姐弟俩的帮扶任务交到了新任第一书记韩辉手中，“帮助他
们解除后顾之忧，让姐弟俩安心学习、成长成才，彻底拔掉穷根”。

韩辉来到村里第一时间去朱田莉家了解情况。朱田莉的奶
奶身体不大好，平时还要照顾卧床不起的儿子，因此，韩辉经常登
门探望。

去年11月的一个早上，朱田莉的奶奶突发脑梗被送进医院。
韩辉得知后马上与医院取得联系，并多次到医院探望，协调解决
相关事宜。由于发现及时，老人的病情得到控制，经过半个月的
治疗顺利出院。

今年“五一”期间，朱田莉姐弟俩专程找到韩辉送上感谢信，
“有了你们的帮助，再大的苦难我们都能克服”。

“打快板，听我云，浪平马帮出了名，走
南闯北无所惧，为了祖国保电力……”在桂
西北大石山区，伴随着赶马汉子粗犷的快
板声，马儿驮着两筐电力工程建材沿着蜿
蜒崎岖的山路不断前行。

在广西田林县，有这样一群人，依靠原
始的人扛马驮，将建材、通信基站、电网工
程等材料化整为零，运输到大山深处的基
建工地。他们靠着祖辈留下来的马帮精
神，用马背“驮出”一条致富路。

“以前家里条件差，20岁开始跟我爸外
出赶马，到现在我已经跑马帮近20年了。”
来自浪平镇甲朗村弄央屯的村民杨再刚回
忆道，他的爷爷辈已经是赶马人了，以前因
为交通不便，浪平镇这样的大石山区基本
没通公路，爷爷辈赶马人靠给村里人拉运
粮食、盐巴等物资维持生计。

“我家原有6匹骡子，2016年贷款5万
元又买了6匹。”杨再刚指着马厩里12匹膘
肥体壮的骡子说，前些年他跟着镇里的其
他赶马人去过贵州、云南等车辆无法抵达
的深山，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杨再刚

也靠着赶马收入摘掉了“穷帽”。
“我家这房子是靠赶马挣来的，去年挣

了20多万元。”杨再刚站在自家三层小楼
前自豪地说。

“马蹄声声急，铃儿叮当响”。随着交
通不断完善，现在一般只有在偏远山区还
没有修路的地方，才能偶见那一群群“马背
上做买卖，马蹄下讨生活”的赶马人。

“我们镇目前有近568户农户在外赶
马，全镇马匹共有4200匹，马帮收入将近
6000万元。”浪平镇党委书记蒋正波介绍，
浪平镇下辖的20个行政村里有18个是贫
困村，是田林县贫困程度较深、贫困覆盖面
最广、脱贫困难最大的乡镇，然而靠着外出
赶马的方式，当地不少贫困户的收入达到
了脱贫标准。

在田林县，与浪平镇一样九石半水半
分土、石漠化严重的平塘乡，也有一群像杨
再刚一样的赶马人。

“以前养过猪、进过工厂、种过玉米，但
都挣不到钱。2004年，听别人说国家‘西
电东送’工程需要大量马匹将建设输电铁
塔的各种材料运到一座座山上，那年我就
向别人借了6000元钱，买了5匹骡子，到
福建赶马。在那里拉了3个月马，挣了3万
多元，当年我就还了借款。”皮肤黝黑的文
应学是平塘乡兴六村村民，也是兴六村第
一个赶马人，现在家里养有7匹骡子。

文应学的马帮，随着“西电东送”工程
的建设发展壮大，见证了铁塔银线牵出的
崭新生活。特别是近两年，动力电通到村
里，扶贫车间开进深山，回乡创业的多了，
脱贫致富的门路多了，家乡成了发展的
热土。

今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排农
网改造升级投资86亿元。其中，田林县新
一轮农网建设计划投入资金7.184亿元，是
去年农网改造投资的3.8倍，共实施549个
农网升级改造工程，将在11月30日前竣工
投产。农网改造工程建设，给田林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也给当地的马帮带来更
多增加收入的机会。

“2019年扣除各种花销，我家还攒下了
20多万元。”文应学说他家以前居住在山上
60平方米的泥瓦房里，他最大的梦想是建
个漂亮的大房子。为此，他每次外出赶马
看到漂亮的房子都会用手机拍下来。2017
年，文应学建了一栋占地280多平方米的
三层小洋楼，全家人由山上搬到了公路边，
圆了他的梦想。

在大石山区“驮出”一条致富路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黄艳琼

芒种时节，在燕山深处的河北丰宁县黄
旗镇根营村，刚刚搬进移民新居的62岁村
民李长安站在自家窗前看着满山苍翠的庄
稼和植被。他说，“离开深山的危房，搬进三
室一厅的楼房，我们两口子又都进了村里的
大棚打工，一个月还有5000元左右的收
入”。李长安告诉记者，家里能有这样的转
变，靠的是村里有一个党支部，有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刘佩仿这样的带头人。

外来媳妇接重担

城根营村位于丰宁县城北部25公里
的平顶山脚下，由于气候寒冷、土地瘠薄，
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天吃饭的
粮食种植，一直是丰宁这个国家级贫困县
的重点贫困村。

城根营村妇女主任徐尚兰说：“我在城
根营生活了40多年，觉得这里最难熬的就
是两件事，一是生活苦，2011年全村人均
收入仅有2600元，全村978名村民中有
630人是贫困人口；二是环境差，村里所有
巷道都是泥土路，两边还堆满了柴火、垃
圾，真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四季有
臭气……”

2011年，城根营村村委会换届选举，
村民们盼望选个能人来当家，好带领大家
奔小康，于是他们的目光一致投向外村嫁
过来的年轻媳妇刘佩仿。

1979年出生的刘佩仿是城根营邻村
的姑娘，大专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后返
乡嫁到了城根营村，之后她带着家人开商
店、跑运输、种植出口萝卜，成了远近闻名
的致富能人。

经过大家的劝说，一心想让乡亲过上
好日子的刘佩仿最终同意参选。“既然大家
愿意推选我，那就是相信我，我也绝不辜负
大家对我的期望。”刘佩仿最终以高票当选
城根营村第一位女村主任。

刘佩仿上任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改变
村容村貌，让村民 有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第一步改造扩建街道。要完成这项工作，
首先是拆除相应农户的院墙、圈舍。然而，
拆墙动土，村民要拆迁赔偿可难住了村委
会。能不能实现无偿拆迁，刘佩仿决定先
从自家拆起。自己家院墙拆掉之后，她立
即把目标瞄向婆婆家。

“我找你回来当村主任，啥光还没沾上
呢，你倒要先拆我的院墙。”看到儿媳妇要
拿自己开刀，婆婆一下就火了。

“妈妈呀！当初，可是您老人家让我回
村带领大家共同过好日子的，现在连您都
这样为难我，以后的工作该咋干呀？”

做了几天的工作，婆婆终于点了头。
而刘佩仿的行动赢得了全村群众的认可，
大家心甘情愿地按照标准拆除院墙，硬化
街道。

经过几年的发展，城根营村环境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硬化街道7800平方
米，安装路灯58盏，维护村堤坝860米，古
朴典雅的村标、新砌的虎皮墙、深受欢迎的
露天戏台、漂亮温馨的幼儿园……一幅崭

新的农村画卷徐徐展开。
中心村的环境好了，让村民们有了实

实在在的归属感。然而，城根营村位于狭
长的石趟沟中还有两个自然村，40多户村
民分布在方圆十几公里的山坡上，村民们
出山、吃水、就学都有很大困难，要想帮助
他们尽早脱贫致富，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
环境是关键。

2014年村党支部改选，已经被村民认
可的刘佩仿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刚一走上
岗位的刘佩仿，立即筹谋起了这件事。通
过集思广益，村里决定在主村北边规划建
设6栋计划投资1500万元能容纳200户的
幸福新居。

2016年，这项工程开始施工，2018年
底陆续竣工交付使用。在这800多个日日
夜夜中，刘佩仿几乎不分昼夜地泡在工地
上，让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双双得到保
证。截至目前，已经有191户村民住进了
三室一厅的楼房。

敢闯敢试走在前

要脱贫，发展致富产业是关键。村民
任玉臣以前一直在外务工挣不到多少钱，
2015年，他决定在村里承包5个大棚搞种
植。结果当年他就挣了10万元钱，几年下
来他已积攒了几十万元。

如今，在城根营村，每一户村民都像任
玉臣一样，享受到了大棚种植带来的红利。

2014年，村里打算借助扶贫政策建大
棚，但投资风险却让村民们不敢行动。“一
个大棚四五万元的投资，要是赔了咋办？”
村民们提出了各种疑问。

面对僵局，刘佩仿果断说：“村里大棚
大家放心搞，如果赚钱了，所有建棚户按照

投资比例分收益，赔钱了，我们村两委成员
全承担，不让你们有一点点损失！”刘佩仿
带头拿出10万元，村班子其他成员每人拿
出3万元。看着村干部义无反顾地为村民
谋出路，村民开始响应起来。

村里第一批大棚在村两委会成员的带
动下开建了，当年每棚的收益就超过了2
万元。村民刘建春是第一批响应号召建棚
的一员。他说，年底当他拿到4万多元现
金时，感觉就像做梦，这相当于他过去种地
收益的20多倍。

村民们终于放下思想包袱，全村掀起
了蔬菜大棚建设的热潮。每个自建大棚每
年有了2万元的收益。村干部们顺势提出
了“一户带四户，共走致富路”的扶贫机制，
每个设施蔬菜大棚的承包人必须带动4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年新建的20个大棚带
动了80户贫困户。

从小棚到大棚，从冷棚到暖棚，从种一
季到种四季。截至目前，全村设施大棚面
积已经超过了248亩。而刘佩仿本人为了
帮助农民们尽快致富，先后从自家拿出70
万元积蓄，为全村群众垫付投资。

村集体资产总额从零起步，截止到
2019年底已经达到1300万元，且每年还
有30万元的持续性收入，村民人均年纯收
入更是达到了6000多元。

爱心传递暖人心

2019年7月21日，大雨夹杂着狂风袭
击了城根营村。当别人忙着在家避雨的时
候，刘佩仿却带着村干部们冒雨走访困难
群体。

近70岁的牟庆禄老人独居多年，日子
过得十分困难。牟庆禄告诉记者，村干部对

他这样的五保户可上心了，每当遇到刮风下
雨、冰冻下雪的天气，刘佩仿都会带着村干
部到家里来查访，看看房屋漏不漏雨，透不
透风。不仅帮助他申请了低保，还借助县里
危房改造政策，组织村里人把他家房子修葺
一新，还帮他打了一眼机井以方便饮水。

除了对村里的孤寡老人精心照顾，她对
遭遇意外事故的群众也会在第一时间提供
援助。2017年的一天，刘佩仿正在镇里汇
报工作，她的手机一遍遍地响，接通后才知
道，村里30多岁的梁树平出了车祸，腰椎粉
碎性骨折，刘佩仿立即赶到医院。先不说这
日子以后咋过，就眼前的医疗费梁树平一家
也难以承受。刘佩仿把身上仅有的1000元
现金留下来，并对梁树平的家属说:“你们放
心治病，钱的问题我回去想办法。”

回村后，刘佩仿不仅联系解决医保报
销问题，还号召村民伸出援助之手，事发后
第3天，刘佩仿把6000多元捐款送到梁树
平家属手中。

这些年，村党支部倡导在全村进行“文
明家庭”“致富能手”“美丽庭院”等各种先
进典型评选，表现突出的大力表彰，大大激
发了群众向善、向美、向上的内在动力，培
育了优良村风民风，村里先后涌现出先进
典型131户，共计393人。

村里还结合八一建军节、九九重阳节，
组织全村群众开展集体活动，让大家欢聚
一堂，共叙爱国情怀，同感父母恩德，教育
大家爱国敬老，知恩图报。

“打赢脱贫攻坚战役，改善农民群众生
活，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下一步，我
们将认真落实各项新部署新要求，力争在
两三年间让村民的纯收入再翻一番，真真
正正过上好日子，不让一个贫困户返贫！”
刘佩仿信心满满地说。

纤肩担责，脱贫攻坚不惧难
——记河北丰宁县黄旗镇城根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佩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韩春明 咸立东

刘佩仿（左）在大棚与村民查看西红柿种植情况。 （资料照片）

6月14日，陈所利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至
此，他已拥有5本专利证书了。70岁的陈所利并不是科研学者。
他是一名退休火车司机，只有高中学历。

但陈所利却是不折不扣的工人“发明家”，拥有“拖把挤干器”
“新型水泥包装袋”“城市地下排水管道检查井清理工程车”“列车
编组溜放作业制动铁鞋”5项国家专利。

1971年，陈所利成为一名蒸汽火车司炉。40年来，他开过蒸
汽机车，修过10年火车，脑子里天马行空，总会迸发很多新奇的想
法，他创新了很多修车工具，对机车的技改项目达百余个。

上世纪80年代，陈所利看到列车员要徒手拧干拖布，就萌发
设计一个拧干拖布的机器。经过反复设计，1985年，他设计的“拖
把挤干器”获得国家专利，这也带给他极大的信心。

1992年，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建筑用的水泥袋成了最常见的
白色垃圾，为此陈所利想设计一种能循环使用的袋子。经过多方
求证，1989年，陈所利发明了用“红麻”做“骨架”，用秸秆做“肌肉”
的植物纤维水泥包装袋，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2000年，他
又发明了“城市地下排水管道检查井清理工程车制造技术”，用机
械清淘代替人工清淘，提高了环卫工人的作业效率。

陈所利学历不高，要想让发明更实用，他必须要时时充电。为
此，陈所利常年泡在图书馆，还主动给专家写信求解难题。从上世
纪80年代至今，他共撰写了十几篇论文，在《机车车辆工艺》《铁道
安全》《哈尔滨铁道科技》等省部级刊物上发表。

2010年，陈所利退休，因为拥有诸多发明，他被哈尔滨铁道技
术学院聘为讲师，为学生教授机车结构、原理等课程。从此，陈所
利开始潜心研究铁路的机械设备。

10年间，陈所利发明了“列车编组溜放作业制动铁鞋”，采用
动滑轮与火车轮对之间的摩擦止动，最大限度地减少硬摩擦造成
的轮对损伤。

而刚刚得到专利的“铁路货车粘着制动闸瓦及铁路货车制动
系统”，通过改进车体上的制动闸瓦，最大限度减少了轮对和钢轨
轨面擦伤，延长了轮对使用寿命，消除了安全隐患。

陈所利在进行研究。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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