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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硬化、亮化只是陶三工作计划的一
小步。以乡村道路硬化、亮化为基础，陶三
还把村里的其他基础工程建设列为工作重
点，瞄准村民最关心的问题，一项项落到实
处。

陶三推动安全饮水提升工程，让村民喝到
了安全、干净的自来水；推动改善村民居住条
件工程；建设乡村清洁垃圾处理池；改善汛期
河水漫涨的漫水桥……一项项基础设施项目
的落地，让那马村封闭、落后的村容村貌得到
彻底改变，村民生活越来越红火。

驻村扶贫，最基本的目标就是实现贫困
户“两不愁三保障”（吃、穿不愁，住房、义务教

育、医疗有保障），陶三一点点把这些落到实
处，让贫困户的日子真正好起来。

那马村有不少村民患有癫痫、高血压、糖
尿病、偏执型精神病等长期慢性病，陶三多次
组织相关人员入户核实。截至 2019 年底，陶
三共为 67 名群众办理了慢性病历卡，其中 40
名建档立卡户群众门诊报销率可达 80%，村
民的看病负担一下子减轻了很多。

初春时节，那马村李花绽蕾，遥与青山相
对。在陶三的带领下，那马村顺利度过了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期。

考虑到疫情期间，学校延迟开学，部分贫
困家庭学生没有电脑在线学习，百色海事局

积极联系爱心企业捐赠 8台电脑，帮助贫困学
生解决线上学习的燃眉之急。在推动复工复
产方面，村里的部分青年在陶三的协调下，包
车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而更多长期外出务
工的年轻人主动留了下来，发展自家的甘蔗、
油果、杉木、生姜等山村特色产业。

2020 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
陶三还将在那马村继续奋战一年，攻下脱贫
攻坚最后的堡垒。当看到村里的产业项目
一日胜过一日，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好过一
天，行走在村道上，听到村民们热情地喊“陶
书记”“陶书记”，身形越来越瘦的陶三笑得
很灿烂。

持续努力 老百姓的日子好起来

让老乡日子真正“火”起来
□ 全媒记者 龙巍 记者 徐碧苑 通讯员 周武 钟叶

11 月中旬，记者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百

色市田林县那马村，看着一栋栋改造一新的

民居，4 个自然屯之间硬邦邦的水泥路，还

有那水泥路旁 100 多盏科技范的太阳能路

灯，不敢相信两年前这里还是广西壮族自治

区深度贫困村。

两年前的那马村与外界的联通仅有一

条不足 4 米宽的盘山小路，封闭、贫穷让村

里 183 户 贫 困 户 似 乎 看 不 到 幸 福 的 希 望 。

这种僵局在 2018 年 3 月，因为一名脱贫攻坚

“战士”、一位广西海事脱贫干部的驻村而

被打破。

他的到来，让那马村水、网、路等几辈人

不敢奢望的问题得到解决：家家通自来水、

户户通网络、屯屯通水泥路，每到夜晚，明亮

的路灯照亮了小山村；村里原来单一的种植

模式，被科学且销路有保障的“3+1”特色产

业所代替。2019 年，村里实现脱贫摘帽，贫

困发生率由 2018 年初的 22.42%降至 1.44%。

这位驻村干部就是山村致富带头人、百

色市田林县那马村第一书记——陶三。

夹在群山之间的那马村名字
的由来，是因为村子在道路硬化
前，村民主要靠骡子和马进行货物
运输。那时，村民每次下山，往往
从早上六点出发，下午三四点才能
走出大山。

那马村是少数民族聚集村，壮
族群众占 99%，长期的与外界联通
不畅，让全村 4 个自然屯 458 户村
民里超过四成都是贫困户。4个屯
中只有一个屯有水泥路，没有一盏
路灯，晚上只能摸黑走路。宽不足
四米的盘山小路，是全村与外界的
唯一通道，一到雨季，道路两旁山
体塌方时有发生。

山路险阻，山民的“心路”更难
通。

陶三刚到那马村的时候发现，
因为是壮族聚集屯，村民都用壮族
方言交流。陶三不懂方言，村民普
通话不好，双方无法很好的交流。
加上一开始村民对扶贫干部和扶贫
工作都不够了解，村民们对陶三的
到来有自己的看法。

“这个人来这里干吗的呀？”
“他一个城里干部，只是来混

混的吧，能干啥？”
面对村民的冷眼，陶三心想：

在自己九年的基层海事工作中，和
船主打交道时不也是从不熟悉、不
配合，到最后都相处融洽的吗？只
要拿出真心，一定能打开局面！

“先当村民，再当村干部！”陶三给自
己打气。

于是，他每天翻山越岭，骑着摩托车
走家串户，到炉火边、田间地头与村民谈

心，耐心地给村民宣传国家精准扶
贫的各种优惠政策。往往早上六
点多出发，到深夜才疲惫地归来。

走访那马村住得最远的一户
人家，陶三要翻过一座山头，骑车
近一个半小时；雨天摩托车过漫
水桥时，他要推车过桥。骑车行
驶在山路上，他的脚和裤子上满
是泥。

除了调研，陶三还与村民同吃
同住。他经常“顺手”帮村民挑担
水、劈个柴，嘘寒问暖；农忙时节，
也会帮留守老人砍甘蔗、收油茶，
忙得大汗淋漓。

不知不觉，陶三的扶贫工作本
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入户资料，将
每家每户的贫困程度、致贫原因建
档立卡。两年多来，他的鞋子跑烂
了五六双，摩托车彻底报废。“我
现在能用不算流利的壮语跟村民
交流了，成为一名那马村人。”陶
三说。

与此同时，陶三所在单位——
百色海事局，以驻村扶贫为纽带多
次派员进村，了解工作困难，解决
实际问题；同时，协调企业捐助、
在村里办产业，将承载着交通海事
人的深情厚爱送进大山。

“本以为陶书记顶多是来走走
过场、镀镀金的，没想到他带领的
工作队时刻替百姓着想，真心实意
地帮我们脱贫。”那马村的村主任

黄智生感慨地说。
从起初的敷衍、爱答不理，到信任、

依赖，第一书记陶三，实打实地从村民眼
里的“城里干部”变成了“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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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心路”之后，如何让村民脱贫增收，
让山村经济活跃起来，才是硬道理。

那马村的特色产业是甘蔗和油茶，但是
村民种植时大多采用土法子，产量不高，品相
不好。

看到眼里，急在心里。陶三多处奔走，多
方争取政策和资金扶持，并请来农业技术指
导员，教村民科学种植。大部分村民文化水
平不高，陶三就自己先弄懂后反复地给村民
讲解，千方百计拓宽村民的脱贫致富路。

陶三深知，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
子。他积极落实产业“以奖代补”政策，逐户
逐户地动员村民种油茶、杉木、生姜、甘蔗等
经济作物，饲养猪、马、骡子等家畜，并帮村民

填资料申领“以奖代补”资金，鼓励贫困户发
展生产增收。村民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大
大提高，收入增加不少。

陶三在脱贫工作中还注重“以点带面”。
依托村里的养殖专业合作社和产业基地，他
推动成立了“同发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并
精心培育 5名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带领那
马村发展“3+1”特色产业，一大批贫困人口因
此脱贫致富。

村里的特色农产品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产量越来越高，而出村交通的不便，生生挡住
了农产品外销之路，成为村里经济发展的新

“堵点”。
一定要把“雨水和黄泥组成的水泥路”变

成真正的硬化水泥路！
陶三多方搜集资料，多次向田林县扶贫、

交通部门及乡政府申请实施“道路硬化亮化”
工程，一遍又一遍地递材料、磨嘴皮，终于得
到县、乡政府的支持，项目得以落地。

“工程正式动工后，每天都能看到陶书记
盯在现场，协调建设工作，推进工程进度，很
晚才疲惫地回到宿舍，真的是太辛苦了！”黄
智生看在眼里，不由自主地赞叹。

付出终于得到回报。2019年，那马村 4个
自然屯全部通了水泥路，货车能畅通地抵达
村内，村里的甘蔗和油茶等特色农产品也能
顺畅地销往外地了，那马村的富裕之路越来
越宽。

发展特色 找到脱贫致富好路子

陶三（左二）和村民们谈心。 百色海事局供图

11 月下旬的辽宁营口市，气温在
零度左右徘徊。码头现场，更是寒风
凛冽。走进辽宁港口集团（简称“辽港
集团”）营口港的作业现场，一位身穿
工装棉袄、手持对讲机、穿梭在各堆场
间的身影映入了笔者的眼帘。他个头
不高，但精神抖擞；温文儒雅，但雷厉
风行。他是赵文宏，营口港务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分公司生产业务部经理，
一位扎根港口一线 20 余年、默默耕耘
的港口“工匠”。

他勤勉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创
造出不凡的成绩；他言传身教，铸就了
一支勤学苦干的优良团队；他创新求
变，创造出一项项“亮眼”业绩。

恪尽职守
埋头苦干的“孺子牛”

提起这位扎根港口作业一线 20余
年的“70 后”，同事们不由得竖起大拇
指，对他工作中的勤恳务实、兢兢业业
赞不绝口。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赵文宏之所
以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实实在在从基
层“干”出来的。赵文宏四季如一，终
日奔波在码头一线，通常一干就是十
几个小时。营口的冬季，零下十几度
的刺骨寒风里，他呵出的气在睫毛上
凝结成霜；夏日烈日炙烤下，豆大的汗
珠在他脸颊上流淌。

赵文宏所在的营口港务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分公司成立于 2009 年。近
年来，钢材货物吞吐量逐年递增，船
舶、货物集中到港的情况时有发生。
如何提高客户满意度、避免船舶压港、
解决货物堆场不足的这些问题摆在了
第六分公司全体职工的面前。

为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法，赵文宏
每天都数十次往返于场地、船边、码
头，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倾注
在这里，风里来雨里去，不分昼夜和
节假日。他多次同货主单位、承运
人、员工队伍等接触与磨合，不厌其
烦地反复沟通、确保各环节无缝对
接。

功夫不负有心人，赵文宏在深入一
线、努力钻研的过程中，探索出螺纹钢

井字垛堆存方法提高场地利用率、用
电磁吸盘作业钢板提高作业效率等一
系列举措，将船舶压港、货物堆场不足
等问题逐一攻克，在提高了船舶作业
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客户的利益。

言传身教
迎难而上的“领头雁”

光阴如梭，弹指一挥间，赵文宏
从一名青葱少年成长为团队的领导
者。走上领导岗位后，在做好自己分
内工作的同时，赵文宏还带领身边的
同事们攻坚克难，并将自己的所学所
感倾囊相授，帮助他们成长。

传授经验、分享技术、共同提高，
赵文宏把扎根一线的踏实笃定和敬
业奉献的爱港精神，言传身教、薪火
相传。他从业务知识、操作技能抓
起，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
传授给身边的年轻人。同部门的小
伙子这样评价他：“师傅注重创新，每
次遇到难题，他总是冲在最前边，带着
我们一起去攻关解决。他身上那股不
达目的不罢休、敢啃硬骨头的韧劲儿，
也激励着我们沿着技术创新的道路坚
定走下去。”

凡事不避难，知难不怕难。赵文
宏长期从事一线生产组织工作，对生
产中频现的理货质量差错多、安全管
理难度大等问题，有着深刻的体会。
他清楚地认识到，要建设一流的钢材
专业示范码头，必须从根本上提升理
货系统现有的技术水平。

心中有责“敢担事”。赵文宏带头
成立了电子理货开发小组，带领小组
成员一同钻研如何更新升级现有理货
系统、降低人工理货劳动强度这一技
术难题。

赵文宏利用业余时间不断研究学
习国内外先进的理货系统知识，一摞
摞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他的所学
所悟。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电子理
货开发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养成了勤思
考、多学习的好习惯，铸就了一只优良
团队。

空闲时间，小组成员都能把当天
碰到的问题和技术上的收获讲出来，

与大家一起讨论、互相启发、钻研技
术。经过长期的研讨和试验，赵文宏
带领的电子理货开发团队提出了“一
岗制单、多岗共享”的新思路，将传统
的理货单证管理升级为大数据理货平
台系统管理，实现了理货票、结算单、
生产动态、委托单等一体化管理。

降本增效
勇于创新的“突破者”

对赵文宏而言，做好一份无愧于
己的事业仅是工作上的兢兢业业还远
远不够，敢想敢试、大胆创新更是不可
或缺。“干我们这行的，既要稳稳地扎
根干事，也要多动脑筋，多从短板中找
效益，这样才能进步，才能跟上新时代
的步伐。”赵文宏对笔者说。

营口港的散杂货码头，是东北散
杂货的主要输出地。其中，件杂货的
运输规模达到了国内领先的地位。然
而，件杂货的生产作业较之散货更加
复杂，需要按票、按规格、按顺序操作，
作业效率和生产效益长期以来停滞不
前，日益增长的堆场需求对传统的生
产模式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对此，赵文宏一马当先，主动承接

下这块难啃的“硬骨头”。他克服困难、
顶住压力，认真梳理生产作业流程，深
入分析件杂货生产作业中存在的痛点、
难点，逐一攻克技术难关。经过反复尝
试，他提出“以船舶计划为先导、以货运
计划为龙头、以预约系统管理为手段”
的工作思路，在完善货物集港信息、提
前规划场地的同时，改变堆码工艺，以
提高场地利用率。即“优化场地管理模
式，降低生产成本”创新举措，每年可为
公司节约成本 290余万元。

今年以来，赵文宏还创新改进了
公司部分货物的堆码模式，将内贸线
材由原来的单车单垛堆码改进为大垛
模式，并更新钢板桩堆场方式，为公司
节省场地面积约 4.63 万平方米。他用
行动践行创新变革，用锐意创新的胆
识和攻坚克难的勇气诠释了辽港人的
责任和担当。

从平凡到极致，没有侥幸和偶
然。凭着一份责任心和执着追求的精
神，赵文宏获得过营口港岗位标兵、先
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但他从未沾沾
自喜。这位默默耕耘的港口工匠，将
每一项荣誉都看作是一个新的起点，
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为建设世
界一流强港贡献光与热。

“我想赶快回到岗位上，与战友们一起守护
长江。”11 月 16 日，记者见到长江航运公安局上
海分局长兴派出所民警沈李青时，他的眼里有
光。

时间的轮盘回转至 11月 2日凌晨 1时。上海
市第九人民医院手术室的大门打开，结束急性阑
尾炎手术的沈李青被推出手术室。派出所教导员
马丽娜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沈李青同志，请
你执行命令，好好休息！”

9月中旬以来，国庆安保、十九届五中全会安
保、第三届进口博览会安保接踵而至，作为基层
派出所民警的沈李青深感肩膀上的责任重担。

他在第三届进博会的安保岗位上坚守了 42
天，步行走过近 240 公里的辖区岸线，检查船舶
近百艘次，指导沿江涉水企业整改治安隐患 36
处，协助企业开展消防安全大演练 1 次，办理行
政案件 4 起，行政拘留 4 人，办理刑事案件 9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16 人，交出了一份踏实勤恳的
成绩单，自己却病倒在岗位上。

“沈李青工作一直特别敬业。”同事们这样告
诉记者。

和陆域派出所不同，长兴派出所辖区主要以
长江水域为主，遍及长兴岛南北两岸绵长 130 公
里的沿江岸线，辖区东西跨度大，交通不便利。
辖区内还有大大小小近 40 个码头港汊，每天靠
泊作业的船舶近百艘。

治安检查、消防监督、水域巡逻、人口管控、信
息核对、寻访群众、了解社情舆情、指导企业安全
检查，处置各类警情求助……沈李青每天有大大小
小十数项任务需要完成。

警车开不到的地方就走过去，趟过泥泞的滩
涂，钻过一人多高的芦苇荡已经都是家常便饭
了。渐渐的，沈李青鞋子磨开了口，磨掉了底，但
是他没有一丝怨言。“码头、港汊就是我必须坚守的阵地，企业隐
患就是我必须要攻克的顽疾。”沈李青说。

今年 6月底，经过 16个小时的艰苦蹲守，沈李青和同事在辖区
某港汊将一个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团伙抓获。

抓捕过程中，犯罪分子的小渔船迅速逃离，就在小渔船踏板落
入湍急江水的一刹那，沈李青一个纵深飞扑，只身一人登上小渔
船，将意欲逃跑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控制住。他和同事当场抓获犯罪
嫌疑人 3人，查获渔获物 740余斤。虽然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但是
仍有不少疑问萦绕在沈李青的心头。为此，经验丰富的他立刻着手
围绕着案件的关键点展开审讯，同时利用相关技术手段深挖案件。

通宵达旦的努力下，两名远在浙江杭州的犯罪嫌疑人进入警
方视野。沈李青主动请缨放弃休息，转战百公里往返上海、杭
州。经过 3 个月的调查，全部五名犯罪分子都顺利归案。沈李青
和同事将一个横跨上海、浙江杭州的犯罪链条斩断。

这起案件被公安部列为首批涉渔类挂牌督办案件，打响了长
江上海段打击涉渔违法犯罪有力的“一枪”。

沈李青有一个刚刚 21 个月大的可爱女儿。为完成各项工作
任务，沈李青经常加班加点，不能回家陪伴女儿成长。“我肯定是
很遗憾，但保护群众的安全应该放在首位。”沈李青对记者说。

以身许党不言悔，忠诚履职不退缩。记者了解到，在第三届进
博会的安保岗位上，还有着许多沈李青这样的基层民警，栉风沐
雨、负重前行，成为护航进博会的水上金盾。

扎根港口一线的“创效达人”
□ 通讯员 李诗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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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宏（左）在现场指挥生产。 辽港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