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妍 2019年5月23日 星期四
要闻 05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杨小丽

名片

徐玉刚，1989年8月出生于河南信阳，
201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目前担任岳阳供
电公司二次检修班副班长,是公司内公认
的“小发明家”。至今，他已获2项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2项国家发明专利、15项省市优
秀创新成果。

故事

采访国网岳阳供电公司青年职工徐
玉刚，要预约多次。 为啥？ 因为他是“野战
军”。 5月17日去平江检修，18日晚回岳
阳， 次日赶往华容检修。 5月19日记者
“逮”到他时，他是提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
的塑料袋来的。“这次平江汉昌变电站检
修改造，首次安装了我新研发的电流在线
监测仪，以后可以随时监测运行情况了！”
尽管有些疲惫，徐玉刚却掩饰不住兴奋。

2012年大学毕业到岳阳供电公司面
试时，总工程师想把他放在公司机关。 谁
知一入职他就成了“野战军”，岳阳城乡哪
个变电站需检修，总有他的份。目前，徐玉
刚和同事负责岳阳67座变电站的检修任
务，长年南征北战，“一年有280多天都在
野外工作。 ”

去年3月28日，徐玉刚在岳阳县双港
变电站检修，完成送电任务。次日，他女儿
出生。 同事开玩笑说，你闺女出生真会挑
日子，在娘胎里就能理解爸爸，应该取名
“会生”“送电”。

女儿需要照顾， 但徐玉刚总是在路
上。今年，妻子去上海打工，孩子也很难见
到爸爸，只好让父母带小孩去上海，“成天
见不到爸爸，就见妈妈吧。 ”

参加工作虽只7年，徐玉刚却是公司
内公认的“小发明家”。这指的不仅是他年
纪小, 发明的东西也很小， 小到线夹、开
关，甚至女儿的玩具，都是他的发明对象。
至今，他已获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项
国家发明专利、15项省市优秀创新成果。

“这伢子就是比旁人爱想事些！”究其
诸多发明成果， 老师傅总结了一个原因：
爱想事。 这个特质，从他刚入职起就已初
现端倪。 那时，班员经常深更半夜接到调
度指令：变电站无信号，要去现场核实。而
花几个小时赶到变电站，却发现是远动机
死机，只要花几分钟重启就能解决。 徐玉
刚撰写了论文《基于远动机远端重启》，提
出利用“时间继电器”实现延时10秒触头
重合送电。

理论在实践中的成功应用，让徐玉刚
信心大增，在小发明创造的道路上勇往直
前。 此次,徐玉刚自主研发安装的电流在
线监测仪，只有砖头不到的大小，安装在
变压器中性点上，通过电流与电网控制室
相连。如果出了故障，立即触动报警，避免
了保护装置不动作、 导致全站停电的风
险，而这也是在湖南电力系统进行的首次
尝试。

“其实变压器上也有监测仪，但我这
个是创新型的，会自动报警，我就想怎样
更可靠更方便。 ”为了让大家工作更轻松
更有效率， 徐玉刚进行了无数次试验，经
历了无数次跌倒和爬起。

2018年， 他主创的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小母线线夹， 仅线夹制作就设计了10
多种，从线夹力度、张力多方面进行反复
试验，还是没能成功，以至于他走路都在
思考，差点摔跤。 一次感冒发烧到医院打
针给了他启发：“把线夹设计成注射器！ ”
有了生活里的灵光一闪，最终设计的注射
器式线夹成功解决了双层母线无法固定
的难题。

“有了玉刚的发明，做事省心多了！ ”
现在，岳阳城乡变电站各检修现场，徐玉
刚主创设计的线夹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电
力检修技术难度最大的控制屏更换作业
项目，从以前需要从数百根芯线里抽丝剥
茧，到现在只需一个线夹盒子就能轻松实
现不停电更换，作业时间从原来的至少半
天缩短到了30分钟， 这个发明项目一举
获得2018年度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这些专利可以卖给人家赚钱吗？“不
行。 我是利用了公司的平台和资源开发
的。这事公司说了算。”徐玉刚说，“能用自
己的小发明把大家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
出来，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邓志勇

“我刚看到徐书记在清理办公室
用品，他是不是要调走了啊？ 真舍不得他
走……”

5月15日一大早，家住长沙市天心区
青园街道湘园社区的居民邹秀莲一脸愁
容地跟同住一社区的付耀说道，满脸的难
过和不舍。

“没有，没有，徐书记只是把办公用品
清出来， 办公桌让给区里来的挂职同志
用。 ”

他们口中不舍的徐书记， 叫徐卫星，
是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湘园社区的党
支部书记，也是当地百姓眼中的“明星书
记”，更是他们的贴心人。

2009年，退伍4年、还没满28岁的徐
卫星被安排来到天心区青园街道筹建湘
园社区，那时社区办公场地是租用了别人
的3间旧房，社区旁边的青山小区内鸡鸭
乱窜、绳子乱搭、垃圾成堆……

不少社区居民现在还记得，徐卫星报
到的那天，有人拿话怼他，“这么年轻的伢
子， 能做得了什么事， 怕是来‘镀金’的
吧。 ”

10年时间，徐卫星忘我工作，倾情奋
斗，从满头青丝到差不多成“光头强”，硬
是带着湘园社区先后荣获省和谐示范社
区、省两型示范社区、省“雷锋号”志愿者
工作站等80多项荣誉。

“心系群众无微不至，组织关怀倍感
温暖”“孝亲敬老、 实干书记” ……10年
间，当地百姓为他和社区送去了近百面锦
旗和奖牌。

邹秀莲更是把徐卫星当作自己的“恩
人”。 前些年，邹秀莲丈夫患病去世，撇下
她和十几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屋漏偏逢连
夜雨，丈夫去世后，邹秀莲也因单位改制
下岗，并患上了癌症。徐卫星知道后，主动
联系帮扶邹秀莲家庭， 帮助她找工作，嘘
寒问暖， 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邹秀莲一
家。如今，邹秀莲身体已经恢复正常，儿子

大学毕业后在国外找到了工作。
“没有徐书记的帮助，就没有我现在

的幸福生活。 ”邹秀莲感恩徐卫星对她的
帮助，当起了社区志愿者，身体力行地帮
助更多的人。

“袖珍妈妈”陈清云则说，徐卫星就是
自己的“亲儿子”。 她因小时候的一场意
外，身高只有1.2米。 37岁结婚，丈夫却在
儿子5岁那年就过世了。 陈清云孤身一人
艰难将儿子养大并送他去当兵。徐卫星得
知陈清云的情况后，主动肩负起照顾“袖
珍妈妈”陈清云的重任，并特意搬去与陈
清云一起住，每天替老人洗衣做饭、打扫
卫生，与老人相依为伴。 4年后，陈清云儿
子退伍回家，徐卫星才安心将“接力棒”交
给她儿子。 如今，他们成了和谐相处的一
家人。

“在我们水电气的改造中，他帮我们
积极争取，每户差不多少了1000多块钱”
“为了帮我们这些失地农民找到好工作，
他不仅免费带我们参加技能培训班，还
奔走于辖区单位， 为我们找合适的工
作……”徐卫星为百姓做的事，百姓如数
家珍。

在社区治理上， 徐卫星也很有一套。
来到湘园后，徐卫星便牵头成立了社区志
愿者工作站，发展各类志愿者793名，服务
于社区的大街小巷；2012年，他在社区推
行“1+N”基层党建工作法和兼职委员制，
先后与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等32家单
位党组织签订《共建共创协议书》，共建单
位每年为社区办好两至三件实事，融洽了
辖区单位与群众的关系；2013年，他又在
全国率先推行社区居民“自己提议、自行
议事、自主决策、自助办理、自我管理、自
由享受”等为主要内容的“六自”居民自治
工作法，创造了27天完成社区提质提档工
作的“长沙速度”。

可在徐卫星看来， 自己做得还不够，
“还要不断创新管理， 让社区居民办事更
方便，要不断提升服务，让居民生活更方
便……”

黄花机场可凭
“电子身份证”登机

湖南公安服务平台推出新功能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罗长胜）

未携带或遗失身份证的乘客，以后在黄花机场可用电子
身份证登机。 今天，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湖
南公安服务平台” 全省上线一个月以来的应用成效，宣
布在全国率先推出电子身份证登机新功能。

据介绍， 乘客只要在湖南公安服务平台领取了
电子身份证， 就可凭平台生成的电子身份证在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人工值机柜台领取纸制登机牌，在T1
航站楼的1号安检口和T2航站楼的15号安检口，进
行乘机安全检查。

据统计，湖南公安服务平台上线40天以来，关注总
人数突破860万，注册用户突破500万，居全国前列；群
众通过该平台提交办件申请515.2万件， 咨询问题6.4万
个，各类业务查询总量达647.5万人次。 截至目前，已有
463.4万名群众通过湖南公安服务平台领取电子证照，其
中， 电子身份证领取达到201.5万人次；50.2万人次利用
电子身份证办理酒店入住登记。

目前，省公安厅正在协调医院、银行、高铁、移动支
付等行业，未来将推出更多高质量的服务举措。

� � � �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
买不到火车票？ 不妨试一试铁路部门全面
推行的“候补购票”服务。 今天，中国铁路
12306网站发布，自22日起，所有列车均可
提供铁路候补购票服务。 这意味着，旅客
如果没有买到高铁或普铁车票，还有机会
“候补”买到票。

候补购票服务， 是指旅客在12306网
站和手机客户端购票时，如遇所需车次或
席别无票，可提交日期、车次、席别等购票
需求并预付款，此时售票系统将自动排队
候补，当对应的需求车票有退票时，系统
将自动“抢”到车票。

22日下午， 记者在12306手机客户端
进行了一番体验。 输入端午节当天 (6月7
日)从长沙南去邵阳北的高铁票信息后，页
面显示：9时出发的G6475次列车， 一等座
和二等座车票均已售罄。 记者点击该车次
“二等座”旁的“候补”，系统便将该车票需
求自动加入了候补购票列表。

随后， 页面提示选择“截止兑现时
间”。 记者选择了6月1日19时，即，如果一
直没有匹配需求的车票，系统将在该时间
自动终止兑现。 记者再按照页面提示，支
付了预付款81.5元， 便完成了候补购票操
作。

若有匹配需求的车票，系统将自动生
成已支付订单； 若无匹配需求的车票，系
统将在截止兑现时间自动全额退还预付
款。 候补购票订单的提交、成功或终止，系
统将通过短信、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方式
向旅客推送。

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12
月底率先在部分路段的车次上试行了候
补购票服务。 试行期间， 该服务的速度
和成功率领先于目前市场上的第三方抢
票软件 ， 候补购票兑现成功率接近
80%。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查询了解
候补购票服务的具体流程。

徐玉刚：
“爱想事”的
“小发明家”

爱国情 奋斗者
徐卫星：心装百姓的追梦人

买不到火车票？ 试试“候补购票”
铁路部门在所有列车提供该服务；有退票时，系统可

自动“抢”票

小满至
农事忙
5月21日，道县梅花

镇贵头村， 村民在水田
里扯秧苗。 当天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小满， 当地
农民抓住时节， 积极开
展农业生产， 田间地头
一派忙碌景象。

何红福 摄

� � � � 周 楠
（右） 在衡阳
县田间采访。
通讯员 摄

� � � � �徐玉刚。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坐在湖南日报记者对面的周楠， 戴着眼
镜，斯斯文文。如果不去看他的新闻作品，不去
体会他作品中的泥土芳香、热气腾腾，很难想
象这位“80后”是一名“三农”记者。

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三农”记者无
疑是一个另类。 他们远离聚光灯，行走在山水
田野间，话农事、听乡音，很难获得“网络流
量”，却甘于寂寞、乐此不疲。

作为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这
名年轻的“三农”记者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荣誉村民
2010年， 周楠从武汉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

生毕业，进入新华社湖南分社工作。 分社领导征
求联系行业的意见时，他主动提出要跑“三农”。

“湖南是农业大省，‘三农’问题很典型，值
得记录，值得研究。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吃得
了苦，对农村许多问题也有切身感受，我希望
能为农民做点什么。 ”当年的“陈情”，他现在还
记得很清楚。

9年来，他不忘初心，从洞庭湖腹地的“鱼米
之乡”，到衡邵地区的“干旱走廊”；从东边的罗霄
山腰，到西边的武陵山麓……每年三分之一的时
间，周楠都扎根在基层一线，在广袤的田野里，在
湍急的洪水中，在暴晒的烈日下，用脚步丈量热
爱的乡土，用汗水回报职业的馈赠。

在农业大县华容，一些群众称周楠是他们
的“荣誉村民”。最近3年，他有两次腊月二十八
日还在华容县“走基层”，写出了一批“沾泥土、
带露珠、冒热气”的稿件。“这个伢子不简单，对
农村问题很了解，我很愿意跟他聊。 ”华容县万
庾镇兔湖垸村87岁的“老支书”陈克斌说。改革
开放之初，陈克斌率领村民分田到户，让兔湖
垸成了湖南的“小岗村”。能得到爷爷辈改革先
锋的认可，殊为不易。

2011年，全国第六大产棉区洞庭湖平原出
现“卖棉难”，周楠立即赶赴现场采访。 在澧县
采访的一天，从早到晚，他只带了一瓶水，挨个
采访棉农、棉花商贩、小轧花厂、大加工企业、
主管部门，终于把问题了解清楚。 等到坐上返
回长沙的大巴车， 他才想起自己一天没吃饭。
令人欣慰的是，报道引起了上级重视，棉花收
购政策随后作出调整，棉农喜笑颜开。

在自己的资料库中，周楠按照地域、产业
等不同标准， 建立了一个调查研究的坐标轴。
华容等一批县市区分布在这一坐标体系的不
同位置，成为他长期追踪调研的对象。如今，哪
个地方特色产业做得好， 哪些种粮大户有头
脑，哪个县脱贫攻坚面临什么硬骨头，他都能
说个八九不离十。 他说：“我要努力成为一名

‘农字号’专家型记者。 ”

拼命三郎
水情是湖南最大的省情。每年4月到9月的

汛期，是“三农”记者压力最大的时候。
从2010年分社同事带周楠联系省水利厅

开始，他就年复一年承担着这种压力。“下大雨
的晚上，常常会中途醒来几次，看雨情水情，打
听险情，随时准备出发去抗洪现场。 ”

2012年7月， 洞庭湖城陵矶出现三峡工程
建成运行以来的最高水位， 防汛形势非常严
峻。湖区4万多名干部群众走上大堤，通宵达旦
严防死守。为了写出最鲜活的报道，周楠凌晨1
时来到长江大堤、麻塘垸大堤等地采访，记录
了令人感动的防汛场面。

2013年， 湖南遭遇历史罕见特大干旱，周
楠和同事在干旱灾区跑了一个多月，身上晒脱
了一层皮，采写出一批反响强烈的稿件。到8月
中旬，雨水终于来到，以为可以歇息，谁知旱涝
急转，他与同事再出发，进入蓝山县灾区。 当
时，该县6个乡镇电力、通信完全中断，成为灾
区中的孤岛。周楠与同事乘船坐车、爬坡过坎，
冒着塌方、倒树等危险深入孤岛。 湖南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长时间与他们联系不上，一度以为
他们遭遇不测，就在准备派人搜救时，周楠和
同事带着采访本走出了孤岛。

2017年， 湖南遭遇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
水。 形势最严峻时，周楠奉命值守湖南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为将最新的汛情灾情和分析研判
第一时间传递给分社报道指挥部和在前方奋
战的同事， 他几乎不敢休息， 连续8晚熬夜奋
战，其中3个晚上没眯一下眼。半夜时分难得有
点“空闲”，他又走到湘江大堤长沙段采访，写
下《洪水来处，那最温暖的深夜食堂》，以独特
视角记录了长沙市民自发支援抗洪的故事，被
读者称赞为“洪水中最温暖的报道”。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有新闻价值，越需要
记者抵达现场。”这是周楠的工作格言。熟悉他
的基层防汛部门同志称他是“拼命三郎”。但他
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比起在一线抗洪的军
民，自己做的算是轻松活。

沃土之苗
言谈间隙，能感受到周楠特别喜欢“三农”

记者这一标签。 他这么解释：“相比城市和‘官
商学娱’， 农村和农民在媒体上露面、 发声不

多，每一代新华社人都有很多记者非常愿意为
农民代言，喜欢当‘三农’记者，我想成为他们
当中的一员。”

洞庭湖是湖南人的母亲湖，关注和记录洞
庭湖治理是新华社湖南分社的传统。 2012年，
在同事的带领下， 周楠开始持续关注洞庭湖。
2015年， 洞庭湖多处监测断面出现劣五类水
质，周楠参与历时40多天的洞庭湖水环境采访
调研，与同事走遍了洞庭湖腹地各县市区。 期
间，为了记录真实情况，他下过臭气熏天的猪
粪坑，也深入多家涉嫌非法排污的企业。 随后
推出的多篇报道，在社会上引发持续关注。 省
委常委会为此召开专题会议，周楠和同事获邀
出席。

关注洞庭湖治理成为周楠后来的一项重
要工作。 此后每年，他都要花大量时间蹲点洞
庭湖，收集情况，采写报道。《满镇难见白衣衫》
《井水成蓝黑墨水》《新侵湖运动》《问诊五大淡
水湖》等建设性监督报道，收获众多干部群众点
赞。 2017年，他再次获邀参加省委书记主持召开
的洞庭湖治理专题会。

周楠说，这些年他与同事们一直跟各种不
良现象较真，反映基层腐败问题、追踪环境污
染、深入传销窝点，尽管多次被实名或匿名威
胁，但他从来没有退缩和放弃。

这些年，周楠执笔和参与的稿件中，有30
多篇分别获得中宣部阅评表扬、新华社社级好
稿奖、新华社社长总编辑奖、湖南新闻奖等重
要奖项。 一批反映基层治理问题的稿件在《求
是》《半月谈》等重量级刊物上刊登，成为促进
基层减负的重要推手。

“我能取得一点成绩，主要受益于新华社
这个绝佳的媒体平台。如果说新华社是一片森
林，那我只是其中一棵普通的小树。 ”周楠说，
“老社长穆青告诫我们要勿忘人民， 我愿自己
像一棵树苗，永远扎根人民沃土，勿忘人民，勿
忘‘三农’。 ”

■工匠感言
每一个字、每一篇稿的质量高低，取决于

脚下泥土、背上汗水的多少。
———周楠

深情藏沃土
青春献“三农”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