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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师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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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兵到铁路职工，18年来，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货运部货运值
班员张志琼，传承军人优良传统，干
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在平凡
岗位做出骄人成绩，活出精彩人生，
为退役军人树立了先锋榜样。

2000年，20岁的张志琼中专
毕业后，毅然选择参军报国，成为炮
兵某部的一名女兵。入伍后，她不
怕吃苦、淬炼成长，练就了过硬的战
斗作风和军事素质。2003年，张志
琼光荣退伍，褪下军装后她换上“铁
路蓝”，成为昆明车务段师宗站的一
名货运员。“从军营到铁路，刚开始
很不适应。”张志琼说，“但军人骨子
里的纪律性强、吃苦担当的劲儿我
没有丢掉。”

来到铁路工作后，张志琼从零
干起，从货运员快速成长为货运值
班员。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她从
师宗站到罗平站，再先后辗转到中
谊村站、王家营西站、羊堡站、七甸
站等站，一直在同一个岗位上工作。

2013年9月，张志琼凭着过硬
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业务技能，竞
聘到昆明局集团公司原货运营销中
心担任货运值班员。

刚到客户服务科，张志琼主要负责处理95306电话咨
询，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客户遇到的问题，平均每天要接
200多个咨询电话，让她有些应接不暇。

“这项工作看似简单轻松，但如果不熟悉货运客服的
相关要求，可能就会成为‘哑巴’。”张志琼说。

为此，张志琼不断学习总结，快速熟悉货运客服作业
程序、作业标准及质量要求，系统准确掌握货运相关规章
文电，练就沟通协调能力。工作之余，她还收集整理了
1700多个货运服务常见问题，率先在全国铁路客服中心范
围内制作《铁路货运客户服务手册》电子书，供集团公司货
运人员网上查阅和下载学习。该电子书还被其他铁路局
集团公司的多家单位学习借鉴。

凭借着出色工作能力，2015年，张志琼被聘为昆明局
集团公司货运值班员岗位首席技师，2018年入选“云岭首
席技师”。

除了用心服务客户，张志琼还充分发挥专业所长，运
用新技术新方法解决货运组织改革中遇到的新难点新问
题，积极参与铁路货运营销服务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和课题
攻关。

近年来，张志琼先后参与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
果研究1项，参与集团公司重大科研课题1项、重点科研课
题1项。其中她参与完成的“铁路物流信息查询系统的构
建与实施”项目研究成果，荣获第22届全国铁道企业管理
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

2019年，“张志琼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张志琼又开始
了新的挑战——编写《铁路货运制单指南》。“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虽然已经退伍，但我一生都是党的战士。”张志琼说。

在河北阳原县揣骨疃镇曲长城村一个
挂满黄杏的农家小院里，年过古稀的苏全仁
对记者说：“活了一辈子，还在曲长城当了40
多年村干部，没想到盼了几十年的甜水终于
流到家门口了，也没想到咱庄户人过上了吃
穿用不愁的好日子，住上了与城里人一样的
好房子，没想到咱农村子弟也能上比城里不
差的好学校。这要感谢上级给咱村派来的
好书记，是他带领我们全村人走上小康路。”

苏全仁说的好书记，就是河北省农业农
村厅派驻曲长城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
记严春晓。

一腔热血换甘泉

2019年1月2日，地处恒山余脉的曲长
城村显得格外清冷，突然，村南荒无人烟的
高坡上响起一阵鞭炮声。

“南山坡打出清水了！”顿时，曲长城村
沸腾了。村里数百名群众冒着零下20多度
的严寒，挑桶提壶涌上山坡，急迫地要为家
里取回清水。

正在山上指挥打井的严春晓抄起水管，
向村民手中各式各样的盛水工具灌入一股
股清泉。

“放心用吧，专家说了，这口井水质甘
甜，每小时出水量达80立方米。我们在这里
还要再打一眼井，咱村3000多人的生产、生
活用水再不愁了！”严春晓兴奋地向村民报
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水是全村3000多人的命根子，一盼就
是30年，今天终于由扶贫工作队解决了，你
们是我们的大恩人呀！”第一个爬上山坡的
苏全仁急切地表达着激动的心情。

曲长城村有1139户3003人。直到2018
年初，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占到557户1263
人，贫困发生率达42%，是河北燕山、太行山
连片贫困带上贫困人口最多的村庄。

距离2019年底全省所有村庄全部脱贫
出列只有不到两年时间，曲长城村能够如期
脱贫吗？

就在这时，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派来了有
帮扶经历的严春晓到该村担任第一书记。

“水是曲长城的命根子，你们这个工作
队能把它解决好了，我们就服气！”看到村民
们期盼的眼神，严春晓感受到了洁净水源对
曲长城的重要性，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曲长
城村脱贫致富就是纸上谈兵。

经过专家一次次调阅水文资料、一次次
现场勘察后，给出了打井地点：海拔1020米
的村南襄山半山腰。

一听井址选点，村里炸了锅。“半山腰打
井，纸面上画饼。”但严春晓说：“我相信科
学，‘宝’就压在这半山腰上！”

2018年9月8日，“轰隆隆”机器一响，不少
村民跑上山围观，有人叨叨：“盼水盼了这么多
年，这心里虽然不信吧，可还是想上来看看！”

“有需要人手、需要支持的地方，我们工
作队全力配合。你们负责安心打井，工作队
负责给你们送一日三餐。”严春晓向打井队
保证。

此后，严春晓和他的伙伴们真是风雪无
阻，雷打不动地给打井队送饭。还时不时地
留在山中给打井队搭把手。终于在2019年

1月2日打成了两眼每小时共出水160立方
米的机井，经过权威部门化验，水质达到优
质矿泉水标准，曲长城村的水一下子从全县
最差变成了最优。

一套创意春满园

初夏时节，满棚的皇菊秧苗绿油油；草
莓正当采摘，游客一波未走，一波又来；田野
里，果树枝青叶茂。

“咱们现在有‘三花三果’。”边走边看边
讲解，严春晓如数家珍：“河北皇菊、丰花玫
瑰、观赏花海、赞皇福枣、抗寒苹果、昌平草
莓……这可都是脱贫花、致富果！”

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严春晓深知，
解决了水源问题，只是帮助群众破除了生存
危机，要彻底脱贫致富，发展产业才是从根
上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在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的鼎力支持和工
作队的多方协调下，一批省内外专家来到曲
长城村，在严春晓的组织下，一个能够充分
发挥当地气候资源优势的“冷凉地区特色精
品产业示范园区”创意规划出台。

“曲长城地处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发
展特色、高效种植具有独特优势，因此示范
带动非常重要。”严春晓琢磨，示范带动从哪
里开始？反差最大的荒废土地最有说服力。

2019年春分刚过，深知村里没有集体资
产积累的严春晓通过微信给村支部书记武
晓敏转去5万元钱，让他到县农机经销点购
买一台拖拉机。

拖拉机锋利的刀铧犁开了曲长城板结、
荒芜的土地，也犁开了曲长城人保守、麻木
的思想。“人家工作队出力贴钱图个啥？不
就是为让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咱们自己也
要出力啊！”一个以村集体合作社为龙头，农
业特色产业为纽带，带动全村农民全面参与
的发展新图景在曲长城铺展开来。

短短一年，曲长城村400亩荒地被开垦
出来，以300亩种植皇菊、万株苹果、万株福
枣和10个暖棚为主体，万株玫瑰与多彩花海
为补充的“三花三果”新产业基地横空出世，
原来由一家一户耕作的1600亩土地也统一
种上了优质张杂谷。随后，村里又建起菊花
烘干坊、果品保鲜库、谷物加工厂，一个让村
民就地参与产前育苗、产中管理、产后采花
烘干包装和销售的就业新模式在曲长城村

落地生根。
土地得租金、劳务得薪金、产业有分红、

衍生服务有酬金……全村200多名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在产业园、加工厂和建设工地打
工，去年仅工资收入就达60万元，平均每人近
3000元。2019年全村525户1161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183.69
元，村民们从新兴产业中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一颗爱心千家暖

“脱贫攻坚不能仅仅停留在生活物质上
脱贫，更要心里脱贫、思想脱贫、精神脱贫。”
这一点始终是严春晓和队友们的帮扶理念。

出于这样的认识，严春晓和他的同事们
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改善村民居住环境、关心
关爱困难群体、帮助村里兴办教育三件大
事上。

要实现小康，安居和乐业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曲长城贫穷了几十年，大部分村民
住的还是土坯房。为改善村民住房问题，在
征求群众意见和广泛调研后，严春晓代表村
里向上级申报利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实施
宜居小区建设方案，获得批准。

2019年5月，一期12栋432套六层电梯
住宅楼房在村中心开工建设，今年6月，首批
4栋楼房实现封顶，预计在9月就可以交房。
另外8栋已经开工，今年底将交房，整个小区
能够容纳816户村民入住，整个工程完工后，
可以一揽子解决房屋破旧、间断供水、环境
脏乱、烧煤污染、下水处理、基建欠账等问
题，同时，还能复垦800亩耕地，为产业大发
展留足空间。

曲长城村五保户和孤寡老人等困难群
众较多，这一群体需要更多关注、帮助和陪
伴。在严春晓倡议下，村里成立了爱心志愿
者团队，在不定期对特殊人员看望照料的基
础上，约定每月农历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
中献爱心日，给孤寡老人免费理发、收拾家
务、代办事务等，重大节日组织聚餐。严春
晓不仅带头参加志愿活动，每月还捐款300
元到爱心基金。目前，爱心志愿者团队已有
成员49人，自愿捐款超过3万元。

两年来，在严春晓的带领下，这个河北
省最大的深度贫困村不仅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高质量脱贫出列，也实现了从全面
脱贫到乡村振兴的无缝衔接。

铁肩来担辕 山村苦变甜
——记河北阳原县揣骨疃镇曲长城村第一书记严春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段晓芳

今年9月1日，江西樟树市店下镇芦岭村教学点迎来
开学日。在这座海拔1100余米高山深处的教学点，只有
33岁的年轻老师黄文春和8名就读一、二年级的小学生。
但开学第一天，升国旗、领新书、读课文、学写字、做游戏
……同学们的新学期快乐而充实。

2011年，从芦岭村走出去的黄文春在村里人的劝导下，放
弃了在广东的教师工作，回到家乡的山村教书育人。为了“沉”
在这里，他娶了个“山里媳妇”，把家安在了学校附近的山村。

在黄文春眼里，老校长陈云根就是他的榜样。“从这里
启蒙的孩子，读到大学的有30多个，我爸爸和我都是陈老
师教出来的，陈老师退休了，我有责任接下他的担子，让读
书声一直在大山里回响下去。”

如今，黄文春深感自己已离不开大山，离不开山里的孩
子们。爱与知识，是黄文春给予孩子们成长的最好礼物。
每天，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总能响彻山间，成为大山里最动
听的旋律。 陈 晗摄影报道（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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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评价一个人说话办事掷地有声，
会说这个人是“儿子娃娃”，国家税务总局叶城
县税务局驻夏合甫乡夏合甫村工作队队长阿迪
力江·阿布力米提就是这样一个“儿子娃娃”。

今年38岁的阿迪力江·阿布力米提因先
天疾病导致右腿残疾，尽管如此，2014年初，他
主动申请驻村。靠着顽强毅力，阿迪力江·阿
布力米提走遍了叶城县夏合甫乡夏合甫村的
每个角落，深入了解村民就业、村容村貌整
治、居民看病就医等情况。5年间，村里的大
事小事他都亲力亲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刻，我就告诉自己，我
的心里时刻要装着百姓。”阿迪力江·阿布力
米提说。

夏合甫乡夏合甫村是远近闻名的深度贫
困村，全村429户，其中有贫困户204户，近

1900名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3500元。为了
改变村民的生活，阿迪力江·阿布力米提因

“地”施策，努力让大家早日脱贫致富。
夏合甫村盛产核桃，每年产量上千吨，但

由于缺乏种植技术，核桃收益甚微。2018
年，为提升当地的核桃品质，阿迪力江·阿布
力米提带着技术人员对3900亩核桃树进行
改良。3个月里，他和技术人员起早贪黑，常
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休息，看着一棵棵“土核
桃”完美嫁接，阿迪力江·阿布力米提才松了
一口气。如今，当地核桃品质优良，收购价也
提高了，许多村民通过核桃种植脱了贫。

为确保全村的贫困人口顺利脱贫，阿迪
力江·阿布力米提积极打造“合作社+扶贫”
的致富模式，组织村里致富带头人先后成立
了养殖专业合作社、特色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和农机专业合作社，引导村民发展特色产业
增加收入，全村的贫困户都参与其中。

在阿迪力江·阿布力米提的鼓励下，村里
的养鸽大户阿布都克尤木·阿不力克木成立
了鸽子养殖专业合作社，村里贫困户以入股
的方式加入合作社，每年村民可以从合作社
中得到分红，期满后还可以收回投资资金。

“在队长的帮助下，我还去喀什学习了专业养
殖技术和管理方式，现在鸽子从80多只增加
到3000只，不仅自己挣了钱，还带动了41户
贫困户脱贫。”阿布都克尤木·阿不力克木说。

在村民脱贫致富的路上，阿迪力江·阿布
力米提总是会想到新路子。介绍村民到周边
的卫星工厂、企业打工挣钱，鼓励村民自主创
业，定期邀请技术人员开展实用技能培训。
2019年底，夏合甫村人均收入已超7000元，

比之前增加了一倍。
村民的经济水平提高了，阿迪力江·阿布

力米提又开始在村民的生活质量上下功夫。
他牵头组建了文艺队，把党的惠民政策编进
快板唱词里，把就业信息写进冬不拉的旋律
中；成立志愿者服务队，他带领志愿者给孤寡
老人送去家人般的温暖与帮助。

今年80多岁的阿布拉·艾山是一位独居
老人，他告诉记者，阿迪力江·阿布力米提在
了解他家情况后，带着志愿者给他拉水泥、铺
瓷砖，平整院落。“不只我，村里很多人都受到
过队长的帮助。”

阿迪力江·阿布力米提还争取到300余
万元的项目帮扶资金，给村里修建了村民休
闲娱乐广场、文化室、卫生室等基础设施，启
动亮化项目和道路加宽项目，开展村级环境
整治工作，逐步实现“村美、业兴、家富、人和”。

阿迪力江·阿布力米提心里有村容村貌
的“规划账”，有就业创业的“商机账”，有农业
科技化种植的“增收账”，可唯独没有自己的

“得失账”。阿迪力江·阿布力米提说，“这些
年因为工作很少回家，实在太想孩子时，就去
看看村里的孩子们，看到他们笑得那么开心，
我心里就很知足”。

守住初心，心有担当，尽己所能，不负韶
华——这是阿迪力江·阿布力米提的信念，更
是他恪守的信条。

驻村工作队队长阿迪力江·阿布力米提：

做村民心中的“儿子娃娃”
本报记者 耿丹丹 通讯员 赵文英

9月1日，樟树市店下镇芦岭村教学点的黄文春老师在
给学生们上开学第一课。

驻村驻心的“实干派”
□ 牛 瑾

明知条件艰苦、困难不小，仍然义无反
顾、坚持不懈，为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不停
奔走——广大扶贫干部深知，自己投身的，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肩上
扛起的，是亿万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万钧重
任。严春晓就是这样一位扶贫干部，是驻村
驻心的“实干派”。

从解决水源问题，到明确产业发展路
径，严春晓号准了曲长城村的“脉”，“穷则思
变，变则通远”的道理被他熟稔地运用到村
庄脱贫发展的实践中。

号准“脉”的前提，是走进与用心。只有
深入下去、细致观察、认真分析、庖丁解牛，
才能理清群众“缺乏什么”“需要什么”，才能

在此基础上判断“给予什么”“给予多少”，以
精细化的举措确保长远发展成果。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
不够近。”这是摄影圈广为流传的一句名
言，说的是拍出好照片的技巧，其实也道
出了做好基层工作的门道。走到群众中
去，发现实实在在的问题，实实在在地为
群众解决问题，群众就会跟着你走、学着
你干。这也是为什么在长满荒草还夹杂着
石块的土地上，曲长城村“冷凉地区特色
精品产业示范园区”创意规划最终能够抽
枝发芽、开花结果。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从来都不是一串
串冰冷的数字，而是一群人奋斗的故事。严
春晓书写着自己的故事，还有更多像严春晓
一样专业素质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
的扶贫干部书写着他们的故事。这样的故
事越多，我们的发展实践就会越火热。

9月1日开学第一天，江西樟树市店下镇芦岭村教学点
的黄文春老师和学生们举行升国旗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