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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车彦忠：

山顶栽出幸福果
本报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通讯员 李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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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
奋斗而升华。2016年8月，兰州
交通大学硕士毕业的王斌被分配
到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兰州车辆段。如愿从事“大国名
片”动车组的运行维修工作让他
感到异常兴奋和自豪，立志要在
岗位上干出彩。

初出茅庐的王斌以“谦逊勤
奋”自勉，虚心向师傅请教，学习
规章制度，严守标准作业。工作
之余研究动车组电气原理，不断
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并运用原
理破解日常检修运用中的“难
题”，使理论与生产实践得到充分
融合。经过半年时间的历练，他
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动车组机
械师。“当动车组机械师的胸牌佩
戴在胸前时，我深刻理解了车辆
检修部门‘修车人想着坐车人，精
检细修当好第一责任人’的精神
内涵。”王斌说。

2017年3月，宝兰客专联调
联试，作为纵贯西北地区与中、东
部地区的客运大通道，对动车组
的技术状态要求非常严格，特别
是 兰 州 铁 路 局 首 次 配 属
CRH380B型动车组，其检修方
式和检修项目与原先配属的
CRH5G型动车组差异较大。王
斌被推荐参与《CRH380B型动
车组一、二级修作业指导书》《随
车机械师一次出乘作业指导书》
的编制，在此期间他认真学习、横
向对比、深入研究，不仅和同事们一起顺利完成了新型动车组
基础资料的编制、验证工作，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CRH380B型
动车组检修运用经验。同年10月，他被选拔至动车组诊断工程
师岗位，专业从事动车组的故障诊断及系统原理研究工作，通
过对检修一线疑难杂症的深入钻研和反复实践，他掌握了大量
的“疑、难、急”故障处置经验，编写了《CRH5G型动车组典型故
障案例汇编》《动车组检修岗位应知必会手册》《动车组机械师
技能提升指引》等书目，用以指导现场动车组故障处置、助力年
轻机械师业务提升，提高检修效率。

2019年初，经过层层筛选考察，31岁的王斌被选拔为运维
工作室组长。他带领工作室成员深入研究动车组系统机理，通
过信息收集、现场调研、数据分析等方式，对动车组典型故障及
现场疑难问题立项攻关，完成了CRH5G动车组全列无牵、
CRH380B型动车组车顶高压电缆差动保护等80余项典型故
障处置方案，并向国铁集团提报了TCU板卡接地干扰、齿轮箱
温度传导线屏蔽不良干扰、CLT电源板卡电压幅值调整、功率
模块低温特性优化4项技术改进方案，被国铁集团列入动车组
造修源头质量整治项目，从源头质量上降低动车组故障率。

短短4年，王斌凭着共产党员的韧劲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拼劲，苦心钻研动车组理论原理和动车组运维技术、奋勇探索
动车组科技创新，用汗水和青春追逐梦想，实现了从“业务小
白”到“动车工匠”的华丽转身，成为动车所里的“创效达人”，先
后荣获“火车头奖章”“第五届全国铁路科技创新奖”“全国铁路
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5日后，将有热带气旋从演习区域经
过，会严重影响部队作战行动，建议将作战
发起时间提前！”向指挥员提出建议的是一
名女军官，她叫葛晶晶，东部战区联合作战
指挥中心某保障队总工程师。葛晶晶这个
建议，又一次为部队兵力行动捕捉到有利的
天气窗口。作为战区气象水文保障专家，她
一次次精筹妙算，把脉祖国的万里海天，为
东部战区执行海空警巡、联演联训、抢险救
灾等大项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参透天上的秘密

2000年9月，葛晶晶考入原解放军理
工大学气象学院，成为一名气象学专业的学
员。从那时起，古今中外巧用气象条件抢占
天时、出奇制胜的诸多战例，在葛晶晶的脑
海里打下深深烙印，她看到了气象的精筹妙
算对现代战争的重要意义。

博士毕业后，葛晶晶来到原南京军区气
象水文中心任工程师。每天除了固定手绘
天气图外，她还给自己“加餐”，利用午休时
间多画几张历史天气图。就这样，她快速地
从军校学员成长为一名保障打赢的合格预
报员。3个月，葛晶晶手工绘制了天气图
240余张，填满了3本预报练习册，记录了4
万余字的知识要点和心得体会，预报准确率
从最初的65%提升到82%。凭着这股钻
劲，葛晶晶当年即参加了重大任务气象水文
保障，并在江苏省气象系统比武中取得优异
成绩。

战区成立后，面对保障对象、保障区域、
保障时效的拓展变化，为了更好地“参透天
上的秘密”，葛晶晶主动向陌生领域进军，深
入钻研云层、积冰、海浪、潮汐等专业知识，
调阅相关海洋水文资料，仅用3个月时间就
将涉及保障的海量数据“印”到脑子里，做到

“一口清”。
得知空军和海军相关单位对辖区战场

环境研究得比较深入，葛晶晶就专程上门求
学讨教，编写出《海洋水文保障手册》，大大
充实完善了战区海洋水文基础资料。

入伍20年来，葛晶晶以战场为伴，与风
雨同行，出色完成各类重大联演联训活动和
防汛抗台气象海洋保障任务，回答气象保障
询问几千次，保持“零差错”纪录。

精准预报为打赢

军人使命为打赢。战区组建不久，辖区
连降大暴雨，正在值班的葛晶晶为给首长机
关和部队提供更精准的气象预报，半个月连
轴转，平均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夜以继日
的工作，让她起了满嘴的水泡，人很快瘦了
一圈。她说：“一想到自己做出的气象预报
对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战友们的行动至
关重要，再苦再累我都要坚持下去。”

那次值班经历也让葛晶晶意识到，作为

联合作战指挥的要素保障人员，做一名“技
术通”远远不够，还应成为一名“作战通”，
从指挥员的视角去审视气象海洋保障
工作。

有一次，战区计划选派一名气象海洋保
障人员随舰出海执行任务。葛晶晶听说后，
第一时间报名。

任务过程中，在航经某海域时，遇到对
方一艘舰船跟踪监视。指挥组决定根据这
一海域气象水文变化规律，规划最优航线甩
掉对方。

任务急、要求高、责任重，葛晶晶稳住心
神，迅速测算，很快和指挥组成员规划了一
条我船可以安全通过、对方却无法跟踪接近
的航线。

果不其然，我舰船顺利通过后，对方舰
船不得不减速、转向、远离。

“想要学会游泳，就要敢于到大海里
去。”这次经历，让葛晶晶对这句话体会更深
刻。从海上归来后，她又先后到战区海军、
战区空军某场站等单位请教见习，短则半个
月，长则两三个月。同时，她还开始恶补联
合作战和各军兵种知识，“啃”下数百万字的
资料，个人能力的短板同保障打赢需要的差
距日渐缩短。

又是一次复杂环境下的联合实兵演
习。任务区域的天气就像“娃娃的脸”，说变
就变。

实弹射击前一天，指挥员提出：在未来
24小时时间段里，选出目标区气象条件最
好的1个小时，作为联合火力打击的时间
窗口。

摆在葛晶晶面前的是一次新的挑战：任

务区域低云笼罩、风高浪急，被大片的降水
区域覆盖，加之不同武器平台对作战气象条
件要求各异，时间选择上既要差中选优，又
要兼顾各方，难度可想而知。

葛晶晶统计分析了数千组气象海洋实
况数据，细致研判了600多张气象预报图，
并与战区各军种气象海洋部门反复会商，最
终，当她带着团队一分一秒卡出最佳时间窗
口时，已近次日凌晨。

演练如期打响，战机挂弹起飞，导弹剑
指苍穹。然而，彼时目标区依旧云雾笼罩、
小雨不停。

“战机飞抵预定区域前，目标区气象条
件一定会转好！”葛晶晶的判断很快得到了
应验。利用目标区雨停云散的短暂间隙，战
机成功摧毁预定目标。

不能等到战时再学

多年来，葛晶晶已经养成习惯，每次任
务前都会与一线部队指挥员和相关人员沟
通，询问气象保障需求，把他们的实践经验
与自己的专业知识融为一体相互印证。

久而久之，葛晶晶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从陆军合成旅指挥员到海空部队飞行员、舰
长，都习惯称她为军中“女诸葛”，练兵备战
中遇到气象保障难题，会第一时间想到与她
探讨交流。

对流云、云中积冰一直是飞行安全的重
大威胁，常常引发飞机剧烈颠簸，甚至发动
机停车等险情。葛晶晶了解情况后，决定挑
战这个难题。

访调研、查阅资料……两年多时间里，

葛晶晶仅算法改良一项就先后修改了十几
个版本，翻阅的资料累积起来比书桌还高，
最终完成了相关课题研究。

如今，借助这一成果，气象预报员可以
快速实现对云系的定量化分析，给出精细化
保障建议，有效降低了飞行安全隐患。

茫茫海天，风云变幻，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要打一仗。葛晶晶常说，战争里的东西，
绝不能等到战时再学。

在阅读一篇关于战机在台风、雷暴等极
端天气下飞行研究论文时，葛晶晶被深深触
动：“如果在任务中遭遇极端天气，身为气象
预报员，能为我们的战机飞行做什么？”

不钻研不知道，一钻研吓一跳。连续几
周，葛晶晶走进飞行部队调研，咨询十多名
专家，她发现，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
及空气动力、航管、气象、雷达等多个专业
领域。

有人劝她，这已经不单纯是气象保障问
题，可以说每一步都是硬骨头，还是别多
事了。

“如果单就个人搞科研来说，可以选择，
但事关打仗的事，总得有人冲在前。况且，
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再难也要走下去。”在
葛晶晶的牵头协调下，院校专家学者、装备
厂家技术骨干等都积极参与进来，推动着这
一课题“拨开云雾见青天”。

这些年，葛晶晶先后牵头参与了7个综
合性重大难点问题研究，其中人工影响气象
海洋环境的应用前景、极端气象海洋环境的
应用研究等一批成果，满足了联合作战气象
海洋保障的迫切需求，为备战打仗提供了有
力支撑。

把脉海天为打赢
——记东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某保障队总工程师葛晶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夏日，山西柳林县贾家垣乡下龙花垣村垣头，太阳炙烤着大
地。在众力种养专业合作社果园实验基地，车彦忠正和母亲一
起打理着掉落在地上的杏果……

车彦忠今年31岁，2016年父亲病逝后，子承父业成为合作
社新的“掌门人”。车彦忠的父亲车发俊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
民，也是乡里有名的农技员、土专家，他一辈子坚守土地，以农为
生，与果为伴。

“30多亩果园，全部是父亲生前近20年精心管护的。”车彦
忠介绍，“在自家的10亩实验基地上，这些不同品种的果树栽了
砍、砍了栽，不断尝试新品种，不停地投入资金，目的就是为了保
证口感好。”

2018年，原本在煤矿上班的车彦忠辞去了工作，回老家成
立了柳林县众力种养专业合作社。他要继承父亲的“遗产”，努
力蹚出一条水果飘香的致富路。

合作社在成立之初，虽然种植规模已初步形成，品种较多，
但仍遇到土地流转、人力劳动、资金运转、广告宣传等诸多问
题。“合作社起步很难，当初只有5户入股，且多为自家亲戚。”车
彦忠说，“村民们看不到收益，自然不会加入。村里多数年轻人
都外出务工，居家的老人又不懂，两年后经济慢慢有了发展，合
作社才逐步增加到现在的30户。”

目前的众力种养专业合作社，集纯天然无公害水果种植、
蜜蜂养殖及蜂蜜销售于一体，拥有的生态园区占地30余亩，
其中有杏树800余株、苹果树400余株、桃树200余株，蜜蜂
160箱。

时下，正是杏果挂枝的时节。一棵棵杏树上挂满了果实，一
个个黄灿灿的果实压弯了枝头，车彦忠种植的杏果甜度高、品质
好，不仅在柳林本地小有名气，还吸引了离石、中阳的游客，老客
户更是提前通过电话或微信预订。此外，满园飘香的杏果也吸
引了诸多市民携朋带友来此游玩赏光。

“今年虽有三次倒春寒，把杏花冻了，但收成还可以，现在已
销售了1万多斤，预计今年仅杏就能挣个6万元左右。”车彦忠
说，“接下来想建个大棚，种点时令蔬菜，再办个农家乐，为采摘
的游客提供农家饭，争取把合作社打造成集特色种植和观光旅
游于一体的生态园，把旗帜树起来、标杆立起来，带领众乡亲走
上发家致富路。”

野外机动作业，葛晶晶（右四）组织大家开展天气会诊。 王冠军 摄

2019年9月28日，万里在自己的朋友圈
晒出一条消息：“大家好！我叫小北，昨晚10
点13分正式跟大家见面啦！爸爸之所以给
我起这个名字，一是因为我们都是湖北人，二
是我出生的时候爸爸还在丘北工作……”

2019年初，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第七〇一研究所工作的万里离开家乡武汉，
赶赴遥远的云南文山州丘北县，开启了他为
期两年的定点扶贫挂职工作。而彼时，他的
妻子刚刚怀孕一个多月。

丘北地处云南东南部，是一个集革命老
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山区
农业县，也是滇桂黔石漠化连片特困地区。
丘北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超过60%，2018年
底，丘北县未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仍有
7776户35075人。

对于扶贫干部来说，万里面临的最大挑
战是如何完成自己来丘北的使命，帮助当地
拔除几十年的“穷根子”。

“当地很多老百姓世代生活在大山里，
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他们觉得自己能吃饱能
有地方住就很幸福了。所以说，扶贫要先扶
智和扶志，通过多种方式激发他们的能动

性，改变他们思想上的束缚。”万里坦言。
到达丘北后，万里一刻不敢松懈，马不

停蹄地开始了工作。他一个村一个村地调
研，一户一户地走访，跟贫困户交谈，了解他
们的生活状况、心理诉求，并寻找与自己扶
贫工作的结合点。

万里发现，林下养鸡在当地有着很好的
基础，但是各家各户都是分散养殖，没有规

模，无法实现产业化。
能否将林下养鸡这个产业做大做强，成

为集团公司助力丘北县脱贫摘帽的一个抓
手？带着问题，万里赶回武汉，专门拜访了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养鸡的老教授，并向云南
的养鸡企业咨询丘北县发展养鸡产业的可
行性。

在进行了一系列详尽调研考察和逐村逐

户与农户交流后，万里心中有了底，他觉得这
事可以干。2019年5月，在他的推动下，中国
船舶集团定点扶贫丘北县10万只土鸡“以购
代捐”项目启动实施，历时7个月，于当年12
月正式签订采购订单，至次年1月完成供货。

丘北的林下养鸡产业以云枫农业为实
施主体，公司通过提供鸡苗、饲料、疫苗和科
学化养殖技术等，带领农户成规模养鸡，确
保出栏量和品质。出栏后，由公司统一收购
加工，通过中国船舶集团的消费扶贫订单，
供应给所属各成员单位。为了确保产业良
性发展，中国船舶还向云枫注入了500万元
产业扶贫基金。这样一来，从产到销到资金
链，形成完整的闭环，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
获取报酬，企业也分得相应的利润，扩大生
产规模，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收入。

通过这种“公司+基地+贫困户”的模式
和10万只土鸡鸡苗的发放，2019年共有8
个乡镇27个村小组近300户农户参与养
殖，累计带动当地贫困户191户917人实现
增收150余万元。

“来到地方上挂职，以养鸡产业为例，不
仅要‘站得高’，了解国家、省、州、县关于畜
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思考如何将产业做大
做强；还得‘俯下身’，对于各项养鸡技能也
要心里有数，比如鸡苗如何‘脱温’，出栏周
期多长。只有这样，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
说的话农民才会听。”万里对于这一年多的
挂职经历深有感触。

2020年5月17日，对万里来说是个具
有特殊意义的一天。这一天，丘北县正式退
出贫困县。

“我非常有幸参与和见证丘北脱贫摘帽
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年多的挂职扶贫工作，
让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丘北就是
我的第二个家。”万里说，“小北长大后，我可
以很骄傲地跟他讲，爸爸是当年国家脱贫攻
坚战场一线上的一员。”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挂职云南扶贫干部万里：

“丘北是我第二个家”
本报记者 常 理

图为万里（前左）下村访问了解情况。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