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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周树深

8月初，花垣县双龙镇果实成熟，生机盎然，村民忙着开展
新一轮生产。沿着乡间小道，记者走村串户，听干部群众讲述双
龙镇党委副书记付进民的事迹。

付进民2017年3月接手扶贫工作后，跑遍双龙镇27个村，
为村民脱贫致富干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好事，被大家称为“麻汝
(苗语‘好’的意思)干部”。

到去年底，双龙镇原有贫困户 2295 户 9693 人中，有 2226
户9595人脱了贫，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31%降至0.4%。

在我省今年4月启动的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考察中，付进民
获得好评。

发展产业村民乐
双龙镇桃花村蔬菜基地里，11亩辣椒长得旺盛。村民龙大

姐、石维春两人戴着斗笠、手握锄头，隔着一个田埂各自忙碌
着。

一旁，37岁的付进民蹲在地里，仔细观察辣椒长势。他留着
平头，黝黑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像个技术员。

“大姐，这两天天气好，辛苦你们把草锄干净。”“你放心，我
们会把辣子打理好的。”在付进民和村民用苗语的交谈中，不时
夹杂着爽朗的笑声。

2006年从怀化学院养殖技术专业毕业的付进民，当过农民
种过田，在技术上有一套。

“我们付书记人好，带着我们种菜，还教技术。在这里干活
一天有70元工资，比到外面打工好些。”村民龙大姐停下手中的
活，望着付进民咧嘴笑了。

“这个辣椒批发4元多1公斤，去年获纯利8万多元。”付进
民摘下一个细长的辣椒，兴奋地给记者介绍。

在蔬菜基地边上，470亩中药材长得郁郁葱葱。村里基地临
时管理员石家章从拖拉机上，把刚拉回来的化肥一包包搬下
来。

“这片200多亩的天冬今年就可以卖了，黄精再长2年，可
卖出更好的价格。”桃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王华指着山上药材
基地，一脸喜悦。

村里产业发展起来了，贫困村民石家章在家门口上班。他
说：“付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带着我们搞产业，我现在天天有事
做，心里好欢喜！”

产业发展起来了，村里新修了停车场、文化中心等设施。走
在村里，时常能听到悠扬婉转的苗歌。

桃花村原来是个贫困村。作为联系该村的镇干部，付进民
和村干部抓住村子临近吉首市的优势，决定按照每亩每年800
元的价格流转土地，发展蔬菜产业。

想法有了，但村干部和工作队员上门和村民谈土地流转
时，却吃了闭门羹。村民说，靠种菜脱贫致富，没听说过，大家种
了一辈子地，也没见谁富起来了。

村里找付进民去做工作。付进民挨家挨户上门，谈想法、算
收入，最终说服村民流转土地，发展蔬菜产业。第一年，种植包
菜，村里就实现收入10多万元。

“付书记有眼光，工作扎实，是个‘麻汝干部’。”说起付进
民，村民石远清竖起大拇指。

排忧解难笑口开
在桃花村隔壁红英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龙沅杏和妻子吴满

金忙着拆除家里的老房子。
“在付书记帮助下，通过危房改造项目，我家建了新房子。

付书记还帮我家贷了5万元小额信贷，搞豆芽生产。”龙沅杏带
记者参观他家的豆芽大棚。60平方米大棚内，一箱箱豆子长出
了嫩黄的芽头。

今年初受疫情影响，原在浙江义乌打工的龙沅杏和妻子留
在了家里。家里有两个年幼的女儿，没有工作，怎么养家？

这时，付进民走进他家。得知龙沅杏有制作豆芽菜的手艺
却缺少启动资金，付进民当即决定，帮他申请小额信贷。

手艺好、人勤快，在解决了资金问题后，龙沅杏家的豆芽生
产很快搞起来了。现在，龙沅杏和妻子5天赶3个场，每次赶场
收入四五百元。在和付进民商量后，龙沅杏打算扩大生产规模，
搞豆芽批发。

“付书记人相当不错，对我们非常照顾。”龙沅杏说，他内心
里对付进民十分感激。

丙池村75岁的村民麻计玉，同样对付进民十分感激。
“那个好干部，哪天来看我啊？我想他了。”说起付进民，麻

计玉开口就问。
麻计玉是一个孤寡老人，年纪大，身体又不好，房子年久失

修。今年初，村里决定将老人送去养老院，但他坚决不同意。村
里商量后，打算为老人建新房子，进行分散供养。没想到，老人
同样不同意。

“我这房子还能住，倒不了。共产党对我很好了，不要把钱
浪费在我身上了。”老人说。

没办法，村里只好请付进民出马做工作。付进民多次上门
劝说，老人终于同意建新房。现在，新房建成了，来家里串门的
邻居也多了，老人一天到晚笑呵呵的。

■考察调研手记
考察调研组在花垣县双龙镇走访期间，当地群众说起付进

民，称赞他有担当、能吃苦、耐得烦，是一个与百姓心贴心的好
干部。

2006年大学毕业后，付进民打过工、种过田，他热爱农村、
理解农民。2017年3月接手扶贫工作后，他善于学习，敢于直面
矛盾，解决了扶贫工作中很多“疑难杂症”。他有时一天跑三四
个村，一心扑在工作上，常年以办公室为家，他办公室的灯总是
亮得最早、熄得最晚。

付进民的爱人在花垣县龙潭镇卫生院工作，夫妻俩平时顾
不上家，付进民便把两个孩子交给岳父母帮着照看，把年老多
病的父母托付给姐姐照料。面对考察组考察，付进民坦言：“从
没想过要提拔，也没想过给组织提要求，只想踏踏实实把扶贫
工作做好。”

“朴实，感动。”这是考察组组长陈静彬对付进民的评价。

脱贫攻坚干部考察调研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群英谱

扎根苗乡的“麻汝干部”
——记花垣县双龙镇党委副书记

付进民

■编者按
4月至6月，按照省委决定，省委组织部派出考察组，深入脱

贫攻坚一线开展专项考察调研，了解掌握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表
现，发现识别优秀干部，为基层干部加油鼓劲。湖南日报开设此
专栏，聚焦这些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奋斗身影，讲述他们牢记初心
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的故事，敬请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8 月初，广西南天高速公路中铁一局
的建设如火如荼，道路施工中用的液压T
梁模，正是由湖南远东钢模有限公司所生
产。

这款新研制产品已在江西萍莲高速、
湖南平益高速广泛使用。“目前在南天高速
项目中签订合同额为800万元，后续有望
增加到6000万元-8000万元。”远东钢模
董事长张红卫信心十足地说。

凭借硬扎的技术、优良的信誉，远东钢
模的产品参与了国内大部分的高铁、大型
水利水电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今年上半年，公司销售收入达1.5亿多元，
同比增长约两成。

传统行业，技术立身
韶山市高新区，远东钢模的生产车间

机器轰鸣，生产出成批形状各异的钢结构
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钢结构件经过焊接、
组装后，如同能力非凡的“钢铁侠”，在工程
施工中大显身手。

在高速铁路、公路桥梁、港口航运、
水利水电等工程建设的现场混凝土浇
筑过程中，钢模可发挥定型、支撑等作
用。

浩吉铁路行至湖南岳阳洞庭湖与长江
连接处，一座三塔斜拉桥横跨两岸，这便是
洞庭湖特大桥。由远东钢模建造的浩吉铁
路洞庭湖特大桥的围堰，单体重量达3600
吨，直径 50.5 米、高 34 米，没有“两把刷
子”，轻易拿不下来。

“大家都不同意接这个‘活儿’。”张红
卫说，一个围堰的大小相当于好几个篮球
场，如果下水不成功，只能拆掉作废，几千
吨材料就“打了水漂”。

“没有挑战就没有进步。”张红卫选
择迎难而上。当时正值高温天，围堰内
温度高达五六十摄氏度。最终，远东钢

模比预定工期提前 5 天完成了这次国
内最大直径全圆钢围堰的设计制造与
安装。

如今，远东钢模研制的挂篮模、液压T
梁模、隧道衬砌台车、智能分料系统隧道台
车等，已广泛应用于沪昆高速、武广铁路、
广西崇左大桥、龙滩水电站等国内多个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坚守主业，诚信为本
上世纪80年代末，张红卫去广东跑运

输。当时，电冰箱维修开始兴起。头脑活泛、
从小就喜欢“捣鼓”东西的张红卫受到启
示，做起了保温车改装生意。

伴随着湖南高速公路建设掀起高潮，
张红卫又从中看到了商机，1999年进入钢
模行业。

2000年，潭邵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张
红卫回忆，业务员每个人分一个工程段进
行推销，每一个标段都从头到尾跑下来。有
时候一批货拉出去，又拉回来，来回好几
次，连装卸工都说：“小张，要不算了，看着
都心疼。”

张红卫不气馁，对大家说：“有问题，就
解决问题。”一些小问题就及时修复，遇到
大问题就推倒重来，远东钢模的品质逐渐
得到认可。

不惧挫折，更信守承诺。2008年，远东
钢模在吉林长春的一个项目，签合同时钢
材价格一吨 4000 多元，随着钢材行情走
高，到临近交货时钢材价格已涨到一吨
6000 多元。虽然这个项目亏本 100 多万
元，但张红卫认为做企业要讲信誉，亏本也
要担下来。这一次，远东钢模在业内赢得了
好口碑。

坚守20多年，远东钢模从一台焊机、
两三个人发展到300多台（套）大中型机械
设备、500多名员工的规模，综合自动化生
产程度达95%以上，产品不仅销往全国各
省市区，还远销非洲，去年实现产值 3 亿
元。

眼下，远东钢模与中南大学合作成立
的桥隧装备研究院，正在钻研新工艺、新工
法，开发新设备，向着行业引领者的目标前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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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协办

远东钢模：工程施工显身手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从湖南长沙到西藏山南，从担任山南
市第三高级中学的生物教研组长到担任贡
嘎县中学的副校长，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
验中学教师方田根两度入藏。在这片雪域
高原，他用敬业与专业，在孩子们心中播下
爱与希望。

一个月，及格率从 10%到
近100%

2018年初，方田根主动报名参加湖南省
“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2月，他随工作队来
到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第三高级中学，任教高
中生物课程并担任学校生物教研组组长。

山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平均海拔达
3700 多米。“十里不同天，一天有四季。那
里的昼夜温差太大了。”方田根说，援藏期
间，头重脚轻、耳鸣、全身乏力、呼吸短促等
情况经常发生，只能咬牙坚持。

方田根面临的第一项任务，是4月初即
将举行的高中学生毕业水平考试的补考。在
2017年举行的第一次高中学生毕业水平考
试中，该校高二学生的合格率还不到10%。
只剩一个月时间，能帮助学生补考及格吗？

秉承“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湘
精神，方田根在严重高原反应的状态下，组
织教师夜以继日地调研学情、分析考情、准
备资料、辅导学生，每周上课达到近30节。
一个月后，该校高二学生生物学补考合格率
接近100%，在山南市处于领先位置。

带徒弟，培养出“全国实验
教学能手”

为“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骨干教师队伍”，
方田根将一身本领倾情相授给了当地的青
年教师。

在听课、与学生交流中，方田根了解到，
当地教师的课堂教学依然是教师讲学生听、
填鸭式刷题式的现状。如何改变？方田根选
择“更新教学理念”为突破口。

专题讲座、主题研讨、串门听课、观课议
课、集体备课和同课异构、科学实践……在

山南市第三高级中学工作的一年半时间，他
一共组织了校本研训活动40 多次，全组上
公开课、示范课和研讨课34节，竞赛磨课20
多次，其中他自己作的专题讲座就有19次。

旦增白央和次仁拉姆，是方田根结对的
两位藏族教师。方田根从手把手地修改教学
方案，悉心指导她们的研讨课、竞赛课，到指
导他们写教研论文、做课题研究，倾囊相授
教研经验。2019年，这两位教师在他的指导
下参加第七届全国实验教学说课大赛，包揽
了推荐到自治区参赛的两个名额，其中次仁
拉姆最终荣获“全国实验教学能手”称号。这
不仅对于山南市教育系统是一项突破，对于
刚刚创建才 3 年的山南市第三高级中学来
说更是一个奇迹。

再入藏，任教学校从垫底到靠前
2019年7月，方田根圆满结束援藏工作

回到长沙，但他心里一直牵挂着西藏的孩子
们。他报名参加“万人援藏援疆”计划，今年
3 月再次入藏，在山南市贡嘎县中学任教，
担任该校副校长。

相比长沙，贡嘎县中学的理化生实验教
学较弱，不仅实验教学师资严重不足，连实
验室设备、仪器和药品都严重短缺。上任后
不久，方田根就会同学校管理人员，对实验
室进行摸底、清查，联系教育厅相关部门，跑
拉萨联系实验器材提供商，让实验室和仪器
设备焕然一新。

为更大程度施行因材施教，方田根引入
了“导师制”，给各班最优秀学生和后进的学
生分别配备了导师，从思想上、生活上和学
习上给予指导。今年学校九年级学生的中考
成绩，一改往年的垫底情况，在生源质量相
对较差的情况下，升学成绩进入全市前列。

援藏工作成绩斐然，方田根被山南市教
育体育局评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被山南
市委市政府评为“优秀援藏干部”，被湖南省
第八批援藏前线指挥部授予“湖南援藏”勋
章，被长沙市教育局授予“国开教育奖”。面
对荣誉，方田根说：“改变藏区面貌，根本要
靠教育。我作为教育工作者，为此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是责任，也是使命。”

两度入藏，一腔赤诚
——记湖南援藏教师方田根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华声在线记者 王士雄
通讯员 傅子恬

两年前还在郊区一栋办公楼内养牛的
姚沅桢，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现在有了一片
7亩地的养牛场，还成了村里贫困户争相学
习的“牛人”。

8月8日，新晃侗族自治县鱼市镇华南
村，太阳还没睁眼，姚沅桢已如往常一样起
身，走进村里的黄牛基地。

“哞，哞……”牛栏内，85头膘肥体健的
黄牛嗷嗷待食，牛气冲天。一头牛有4个胃，
85头牛一天要吃掉数百公斤食料。

姚沅桢为黄牛精心准备食材，主食为村
里收购的玉米秸秆，细碎后配上1个月前从
贵州茅台镇采购的酒糟，再佐以饲料、盐、小
苏打等，这道“早餐”经2个多小时制作完成
后才被送入牛槽。

新晃黄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喝的是
山泉水，吃的是中草药，听的是侗族大歌，住
的是天然氧吧。”著名相声演员牛群曾为其
代言，让新晃黄牛美名传遍全国。

早年，姚沅桢在鱼市镇租楼养牛，既不环
保，也做不大规模。他一心想着回华南村重振

“牛业”，却遇到现实困难：没地没钱没人。
姚沅桢的“痛点”，正是驻村帮扶工作队

的“痒点”。
2018年3月，湖南日报社工作队驻村帮扶

时发现，村民们散养的黄牛，主要用于耕地，也
没有技术指导，卖不起价。得知姚沅桢有养殖
经验，工作队主动找他回村当养牛带头人。

工作队投入80万元，在村里一片空旷
的半坡处建了一个占地7亩的标准化黄牛养
殖基地，为姚沅桢解了燃眉之急。

盖牛场、修牛栏，请来贫困村民务工。
“干了两个月，领了近3万元工钱。”贫困

村民姚敦文两口子在黄牛基地当泥工，尝到
甜头后，他们发现，以前烂在地里的玉米秸秆
也能赚钱，卖给牛场，一吨能卖400多元。

看着儿子儿媳脱贫，80岁的老母亲田春
花笑开了花：“现在好幸福哟！”

勤劳善良的侗族人，总能在生生不息的
劳作中找到简单的幸福。和姚敦文一样，村里
有31户贫困户在黄牛基地打工脱了贫。

而干不了力气活的贫困村民，也学到了
养牛新招。

72 岁的姚云龙以前养公牛。“经常和邻
居家的牛打架，总养不好。”姚云龙说，姚沅桢
告诉他，养能繁母牛更赚钱。

姚云龙恍然大悟，卖了公牛买母牛。今年4
月，母牛生下一头小牛，卖了10200元。姚云龙
计划下个月再请基地技术员上门为母牛配种。

跟着“牛人”，能学“牛本事”。在埋头种地
和低头吃饭时，村民们开始明白，要学会抬头
看一看天。

华南村99户贫困户，全部以扶贫资金入股
黄牛基地，每年按入股资金8%保底分红。全村
三分之一的村民还在姚沅桢带动下学习养牛，
其中贫困户51户，每年可出栏黄牛150头。

有了“牛人”牵头，华南村毛牛价可卖到
每公斤40元，知名品牌“富桥牛肉”成了华南
村的采购大户。

去年11月，一位广东汕头老板慕名前来
买牛。货车沿着新修的水泥路开进了村里，收
购了村民60头牛。贫困户吴兆流卖出4头，赚
了4万多元，立志成为下一个“姚沅桢”。

地处湘贵边界的山村华南村，在2018年
底摘掉了贫困帽。

在村里打零工的姚岱勋，现在把姚沅桢
当成了致富标杆。他时不时上门请教，还新修
了牛圈，打算下个月买牛回来，也要发“牛
财”，过上“牛日子”。

牛人·牛本事·牛日子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
——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邓晶琎

“牛上唱歌牛下坐，夜归还向牛边卧。”
古诗中描述的悠然放牛画面，在华南村是看

不到的。
这里，“牛人”很忙。喂食、打扫、看病、配

种……养牛人的一天，从早到晚，停不下来。
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个散落的侗寨，

深藏于大山深处，也和黄牛一样，脚踏实地、
清苦劳作。

在华南村，不仅“牛人”很忙，还有更多
人在为“牛人”而忙。8月9日，周日，湖南日
报社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戴勤一早就找到
村党总支书记吴兆权，商议村里将要进行的

水厂施工事宜。他和华南村人一样，对土地
有着天然的眷念，俯首甘为孺子牛。

勤劳，是中国人身上醒目的标签，更是
摆脱贫困的根本动力。多方关注、扶持华南
村，华南村人更是在用自己的双手，努力编
织新的美好生活。

“牛人”很忙■记者手记

8月8日，新晃侗族自治县鱼市镇华南村，村民姚茂柏（右）和儿子一起将养殖的12头牛赶往山上放养。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8月8日清晨，美丽的新晃侗族自治县鱼市镇华南村，水泥公路通往每个组。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