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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当茶农
陈 晨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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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到重庆间的K589/590次列
车，单程运行超过30个小时，同时往来
还要套跑一次石家庄北与衡水站之间的
交路，这是石家庄铁路段比较辛苦的一
趟车。列车员张乐乐2018年开始值乘
这趟列车，每次出乘她都是全车队第一
个动身出发、最晚一个到家的。

凌晨5点张乐乐从家出发，赶第一
辆大巴颠簸近2个多小时到最近的火车
站搭乘去石家庄的列车。值乘下班后，
她又从北京西站换乘北京西至大涧
6437/6438次小慢车返回奇峰塔村，到
家往往已经晚上10点多了。一年中最
少有半年多时间，她两头不见太阳来往
奔波。但她却从来不说累，大家总看到
一个笑呵呵的“乐乐”。

张乐乐是河北保定市易县南城司乡
三义村人。这里群山环抱、沟深地瘠、交
通闭塞。三义村与国铁集团北京局集团
公司驻村帮扶贫困村——奇峰塔村相
邻。两个村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村。

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京原铁路穿
村而过，每年大雪封山，火车成了村里人
唯一的出行工具。村里人出行，火车是
最主要选项，除了几十年如一日的低廉
票价，还能随身携带不少山货，经济实惠
且快捷方便。

张乐乐的姥姥住在南城司北辛庄村，
距离她上车的奇峰塔站只有一站地，十几
分钟，票价一元钱，孩子半价才5角。短短
十几分钟路程，乐乐总有看不够、坐不够
的感觉。“窗外的风景非常好看，特别是钻
山洞、出山洞的时候。列车员的工作很让
人羡慕……”说起童年乘坐火车的经历，乐乐至今难忘。

火车连着外面的大城市，但是张乐乐直到结婚、为人母
后也很少出去。一来常年患病的母亲需要有人照顾，二来自
己小家的事也需要操心。偶尔外出打工，基本上也是离家不
远的地方。

改变发生在2017年。奇峰塔村作为国铁集团北京局集团
公司定点帮扶村之后，北京局集团公司不仅对帮扶村实施“劳
动就业”帮扶，还扩大范围对易县贫困地区实施“劳动就业”帮
扶。符合招聘条件的张乐乐，成为北京局集团公司石家庄客运
段的一名列车乘务员。

上班不久，凭借自己的努力，张乐乐为母亲添置了一台全
自动洗衣机。“母亲虽然常年患病，却是一个喜欢干净的人。”张
乐乐对母亲体贴入微。几年来，全家人持续努力奋斗，住上了
四季如春、宽敞明亮的砖瓦房。

不怕苦、爱学习，不到2年时间，张乐乐就从负责硬座车厢
到硬卧车厢再到负责值乘软卧车厢，其成长进步之快，得到了
大家的赞誉。张乐乐说，“因为喜欢所以心甜”。

北京西—重庆间K589/590次列车的乘客多为外出打工抑
或返乡务工人员。张乐乐对这些外出务工人员总有一种特别的
亲切感。只要她值乘，清扫车厢、刷洗卫生间、洗漱间，张乐乐总
是忙个不停。她说，“干干净净的，自己看着舒心，旅客也舒服”。

“这姑娘啥时候都是乐呵呵的，好像从来没什么烦心事。”
同事们都赞叹，甜甜的微笑总挂在她脸上。

无论从家上班还是下班回家，张乐乐都是一身值乘制
服，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她说：“穿上这身衣服我就
觉得特自信！”

海拔4500米的西藏那曲索县嘎美乡山
巅，住着次旺一家17口人，用电对他们而
言，过去是一种奢望。2020年6月5日晚9
点30分，随着最后一缕余晖从山巅消失，次
旺家的灯亮了，这是他们全家第一次用上国
网电。年逾七旬的次旺激动地说：“现在电
不会断断续续了，我们家也能用冰箱了。”

在全球海拔最高的行政区那曲，索县有
着“那曲中的那曲”之称，这里沟壑纵横、山
多路险、交通不便，全年无霜期仅40天左
右。跟次旺一样，县城内6个乡镇的大部分
藏族同胞过去只能依靠太阳能发电，用电十
分不便。

“我们就是来解决实际困难的！”今年2
月，来自红船服务队的队员钟其和他的15
名队友分三批，穿越5000多公里，从浙江嘉
兴南湖来到索县，对口支援建设该地10千
伏及以下配电工程。

经过85天的奋战，克服高原缺氧、险峻
路况、物资匮乏等种种困难，钟其和其他队
员在“生命禁区”提前42天完成支援任务，为
当地928户藏族同胞送上放心电、稳定电。

从“10人”到“9528人”

2007年12月21日，“红船电力服务队”
在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之畔宣誓成立，是全国
首支以“红船”命名的共产党员电力服务
队。“快速响应，传递光明”。这句简单而有
力的誓词，成为红船服务队一以贯之的工作
追求。

第一批10位队员在红船旁庄严宣誓，
作为首任队长，朱洪春当过3年兵，技术精
湛，他把这种军人作风带入最初的这支“10
人服务小队”。

朱洪春回忆，服务队成立不久，一天凌
晨2点左右，手机铃声惊醒了他，电话那端
急促的声音让他意识到有险情：秋泾桥菜花
泾西区河边一座变压器着火。放下电话，他
立即叫醒当天红船服务队的值班队员火速
前往。迅速了解情况后，他再次组织队员进
行变压器的调换。

故障就是命令。红船服务队的队员们每
天手机24小时开机，一有紧急情况，都会火速
赶到。朱洪春自豪地说：“按照国家电网的服
务承诺，城区范围要求抢修人员45分钟内到
达，但我们平均20多分钟就能到位。”

服务越来越好，需求也越来越旺，这对
服务队的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2009年，红船服务队成立了全国首家以
劳模领衔的技能创新工作室，由配网带电作
业权威专家，全国劳模陈新益牵头，开展服
务技能和服务规范培训，组织配网带电作业
技术创新攻关，打造技能创新孵化平台。

随着红船服务队品牌的不断打响，朱洪
春发展壮大服务队的心愿得以实现。2018
年4月11日，浙江电力举行“红船精神、电力
传承”专项行动启动仪式，以“红船”统一全

省电力共产党员服务队品牌。红船服务队
从最初仅有10名队员的队伍，发展成为拥有
实体化服务队434支，队员9528名，其中共
产党员7276名的一支先锋团队。

这支服务覆盖浙江全境的先锋团队，近
年来涌现出全国劳模徐川子、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获得者黄金娟等一大批创新能
手。在新冠疫情防控关键期，红船服务队队
员们还研发了全国首个“电力大数据+网格
化防控”模型助力社区精准防疫，创新试点

“电力复工指数”，并在全国推广。

从“江南水乡”到“生命禁区”

从红船服务队成立的那天起，这个以抢
修班为基础组建的队伍就以“解决实际困
难”为使命。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电力红船共产党
员服务队队员的身影。

2008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八，在嘉
兴市平湖市新埭镇大齐塘村，一场准新郎缺
席的订婚仪式如期举行，准新娘顾秀峰一人
独自微笑着接受亲朋的祝福。当天，准新郞
徐雷灵作为红船服务队队员，依然忙碌在丽
水市遂昌县石练镇的抗冰灾抢险工地上。
年前接到赴丽水抢险任务的徐雷灵，已预知
无法出席自己的订婚仪式，却没说个“不”字
就奔赴抗灾前线。

在丽水的20多天里，徐雷灵和队员们连
续“作战”，恢复了36个村1972户居民的供电，
也为这支刚刚成立2个多月的团队赢得了“抢
修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功效最佳”的荣誉。

不仅是丽水冰灾，2013年10月的“菲

特”台风、2019年8月的“利奇马”台风灾害
现场，都能看到红船服务队队员抢修电力设
施的身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电网公司根据国
家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
的部署，持续加大扶贫帮困力度。在“电力
天路”——青藏联网工程投运后，红船服务
队每年选派精兵强将远赴对口支援单位
——西藏那曲开展电网帮扶建设。2016至
至今，220名队员分批走进那曲，帮扶当地
电网建设，让3913.82多公里的线路越过了
唐古拉山口，为10万余那曲人民送去光明，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的能源支撑。

在“G20杭州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等重大保电行动中，都能看到一
个个红船服务队队员的身影。他们以“红船
精神”为引领，充分发挥坚定理想、百折不挠
的奋斗精神，以坚定的信念和决心，做好各
项保电工作，取得“零故障、零闪动、零差错、
零投诉”的成果。

从“点亮一盏灯”到“温暖百姓心”

服务，是红船服务队成立的初衷，更是
队员们始终不忘的“初心”。

嘉兴市百花社区是嘉兴一个老旧小区，
这里的居民大多为老人。前几天，新一任红
船服务队队长袁均祥带着队员一起，修好了
楼道里的照明灯，让“黑”了一阵子的楼道一
下亮堂了。

红船服务队高效的服务，让百花社区党
委书记苗青很感动，她说：“这几年在红船服
务队的结对帮扶下，黑楼道问题逐渐减少，

灯亮了，老人们的心也亮了。”
“微信扫一扫，报修零距离。”2016年8

月，为了提升服务水平，红船服务队以社区、
街道为单元，与社区工作人员共建了“红船服
务零距离”微信群。社区工作人员只要轻触手
机屏幕，拍个照片发条微信报修，服务队就会
马上派人来维修。目前，该微信群已覆盖嘉
兴6个街道49个社区，打通了服务客户的“最
后一公里”，也让便民服务实现了“零距离”。

线上有微信群，线下红船服务队建立了
以“走进园区、走进社区、走进农村、走进爱
心领域”为主要内容的“红船·光明驿站”，进
一步扩充服务范围。6月1日，嘉兴再添11
家“红船·光明驿站”，在这里，群众不仅可以
处理用电问题，还实现了水、气、华数电视等
生活类项目一窗通办。

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伴随着红船
服务队的成立，以电为圆心的公益平台项目
从红船之畔出发，从嘉兴扩展到浙江全省。

宁波慈溪发起了“千户万灯”项目，免费
为慈溪残疾人、贫困户家庭进行室内照明线
路改造；杭州启动“芯系老人”计划，向全省
1万户老人赠送1万个智能插座，通过用电
监测关注独居老人的情况；东阳发起“幸福
蜗居”工程，为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改
造，并开展了一系列帮扶社会弱势群体的延
伸志愿服务活动……

一桩桩、一件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聚
沙成塔，聚水成涓。这支国家电网浙江电力
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正以实际行动成为群
众心中的“红船”，从快速服务到优质服务再
到品牌服务，传承着“红船精神”，塑造着“红
船形象”。

接力传承“红船精神”
——记国家电网浙江电力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端午节前夕，在安徽黄山市祁门县古溪乡际源村，江雪霞用
祁门红茶为“馅料”，用传统方法制作起“粽茶”。

江雪霞是古溪乡际源村人，2004年考入安徽大学，毕业后在
上海从事广告营销工作。2013年，江雪霞回乡探亲时，发现家乡
的特色红茶由于营销方式落后等问题市场销量不好。反复思考
后，2014年江雪霞辞职回到家乡，创办了红茶合作社。

2018年，江雪霞将传统红茶制作工艺推陈出新，原创红茶
产品“粽茶”。“粽茶”泡出来的茶汤既有箬叶香，又有红茶香，箬
叶作为天然滤网可以过滤掉茶叶残渣，好看又好喝的“粽茶”深
受各地消费者的喜爱。2020年“粽茶”产量增长50%，产值达到
1500万元，不仅给合作社带来了经济效益，还带动周边村庄80
余人就业，人均增收5000余元。

江雪霞（右）用祁门红茶为“馅料”制作“粽茶”。

江雪霞在直播平台销售“粽茶”。

国网浙江电力（嘉兴）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在海拔4100米的西藏那曲索县嘎美乡雪山脚下进行电杆转运工作。 陆 勇摄

高大的电站厂房内焊花飞舞，强烈弧
光、焊丝熔化散发的刺鼻气味和一天湿好
几次的厚重工作服……在常人眼中，这是
苦活累活，但在山东电建三公司焊接生产
专家李洋的眼中，这是独属于他的“世界”。

连续13年从事焊接工作，李洋从来
没有厌倦过，一拿起焊枪他就特别兴奋，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手工电弧焊、氩弧
焊、火焊……他都手到擒来。凭借一把
焊枪和一颗匠心，李洋先后获得“齐鲁工
匠”“全国技术能手”“全国电力行业技术
能手”“山东省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

2006年，李洋进入山东电建三公司
成为一名焊工，每天与电焊打交道，矫
直、打磨、组对、预热，看似非常简单，但
想要焊出好活儿却并不容易。李洋深知

“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从练深蹲和
扎马步等基本功做起，白天黑夜奋战在
施工现场，手举焊枪，仰着脖子、手臂悬
在半空中，日复一日的进行实操训练，一
招一式地学、一项项地练，眼睛被焊弧灼
伤过，皮肤常常被焊星烧伤……他用无
悔的焊花情和拼搏的工匠心在一次次磨
砺中“淬炼成钢”。

一滴汗水浇灌一朵焊花。在工作中，李
洋脏活累活抢着干，急难险重冲在前，白天
忙碌在施工现场，磨炼焊接技术，晚上挑灯
夜战，研究焊接工艺、检验规程和标准，并将
理论知识融合到实践中去。用他的话来形
容就是“连睡觉做梦都是焊弧、焊花”。

匠心就像一把钥匙，指引着李洋开启
了焊接技艺精进的大门。经过反复实践和
磨炼，李洋熟练掌握了灰铸铁手工电弧焊
焊接修补技术、多层多道焊技术、TP347不
锈钢焊接技术等多种焊接技术，创新改良
了多种焊接方法，解决了多项焊接难题，为
工程顺利进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和公司国
际化、多元化发展，李洋先后参建了多国工
程项目。他在担任各项焊接攻坚任务“主
攻手”的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大量国
内外焊接工艺、检验规程和标准，将国际理
念和标准运用到实践中，大大提高了焊接
精度和工程进度。

李洋从学习“洋技术”到将中国技术带
出国门，以他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实现了
一次次突破，不仅让外国专家认可，也让

“洋徒弟”见识了中国技术。在中东电建市

场，面对文化背景各异和技艺参差不齐的
“洋”焊工，李洋亲自示范，手把手教学，把
图纸一点点地画给当地员工，将复杂的技
术原理细化为一根焊条、一个动作，以赛代
学、以练代学，带动外籍员工将中国技术、
中国标准往深里学、往心里学、往实里学。
在全球最大的燃油电站沙特延布三期项目
中，李洋从提升外籍员工的业务能力、安全
质量知识、实际操作能力等方面入手，将

“中国标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灌输到外籍
员工的脑中，累计培训印度、巴基斯坦、尼
泊尔、越南籍员工200余人，将他们打造成
现场施工的焊接能手。

面对责任与重担，李洋将中国工匠的韧
劲、闯劲、拼劲落实到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各
项工作上来。针对沙特延布项目3号机组高
再管排的焊接施工中不锈钢管道焊接变形较
大，监理验收不通过的情况，李洋带领团队冒
着40多摄氏度高温，在滚烫的管道缝隙中穿
梭研究，加班加点，争分夺秒制订解决方案。
李洋通过调整焊接顺序和焊接手法，制作了
焊接夹具。最终，高温再热器管道焊口760
只焊口100％探伤合格，监理验收一次通过，
让一向苛刻的沙特海水淡化公司业主对“中
国速度”和“中国作风”竖起了大拇指。

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专注执着、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李洋练就了一身高
超“焊功”。凭借精湛技术和敢打敢拼的工
作作风，李洋已累计完成高压管焊口将近4
万道，个人焊口合格率高达99.99%，被誉
为“免检焊工”。

纵使荣誉光环闪耀，李洋仍坚持着他的
焊接初心和工匠梦想。他用一根根焊条书写
着焊接工匠坚毅与执着的精神品质，用从容
的心态展现着新时代工人的新作为。

山东电建三公司焊接专家李洋——

擦亮“中国技术”名片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曾凡伟

图为李洋参加中德“山东·巴伐利亚”产

业工人焊接技能大赛。 王 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