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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脱贫路上带“球”闯关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爱国情 奋斗者

全国煤炭青年五四奖
章、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
年岗位能手、全国煤炭工业
百名优秀青年矿工……这
些年，阳煤集团一矿机电工
区井下机电队技术员姚武
江把能数得着的行业大奖，
几乎都收入囊中。

就在几天前，这位出生
于1986年的年轻人，还从北
京捧回了“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回到山西阳泉的第二
天，姚武江就回到工作岗
位。

5点半，天还没亮，姚武
江就从家出发了。6点40分，
姚武江已经换上了下井服
装，爬上“猴车”向着斜下坡
的深井驶去。

跟随姚武江，记者也来
到了距地面垂直距离200多
米，离井口625米的井下。步
行200多米，姚武江走进了
一间中央配电室，询问值班
矿工得知没有异常后，他又

仔细查看线路运行状态。
“我的工作就是和复杂

的电路打交道。”姚武江说，
井下机电接触的一般都是
127伏以上高等级电压，井
下的潮湿度、碳粉粉尘对电
影响很大，工作挺危险，也
挺复杂。

今年是姚武江工作的
第9个年头。多年学习摸索
和经验积累，他已经成为一
名技术“大拿”。

提及第一次下井检修，
姚武江记忆犹新。2010年，
姚武江大学毕业后来到阳
煤集团一矿工作，成绩年级
第一的姚武江信心满满。他
说，当时自认为个人能力没
问题。

然而，第一次跟着师傅
下井维修就给他扎扎实实
上了一课。姚武江说，站在
维修的设备面前，脑袋发
蒙，无从下手。当时，师傅随
口说了一句，“还技术员呢，

连个机电故障都处理不
了。”

这句话成为姚武江努
力学习的动力。从那时起，
他给自己立下目标，学好技
术、练就立身的本领。此后，
姚武江下井总随身携带一
个巴掌大小的笔记本，不懂
的就记录，解决的好办法也
写上去。

姚武江甚至还把机电
工具和设备模型搬回家，在
家训练。妻子吕静觉得丈夫
很辛苦。“平时井下工作就够
累了，每天早出晚归不说，晚
上我和孩子都睡了，他还趴
在电脑前练习编程。”

经过一年的学习积累，
姚武江进步非常快。2011
年，他参加了全国煤炭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和全国各地
100多位顶尖高手同台竞
技，最终取得了第10名。说
起工作一年后就参加全国
大赛，他说，非常感激企业

能给年轻人学习成长的机
遇。

2013年和2015年，姚武
江连着参加了两届比赛，尽
管一次没有取得名次，一次
取得第8名，但姚武江觉得，

“能和全国的高手过招，每
一次都是收获满满。”

姚武江始终没有放弃
学习和积累。2017年，他第4
次参加全国煤炭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终于拿到了冠
军。

因为多年积累学习，如
今姚武江的大脑好像装了
一本井下机电维修大辞典。
他说，遇到问题，自己的大
脑很快会针对问题索引目
录，然后找到具体的解决办
法。

井下电路复杂，问题随
时可能发生。遇到棘手问

题，姚武江总是随叫随到。
一矿机电工区机电队

副队长刘继忠回忆，一次井
下风机变频器发生故障。风
机停下来，不仅影响生产，
还会造成盲洞，导致缺氧。
情况紧急，刘继忠赶紧给姚
武江打电话，虽然此时已是
凌晨2点多，姚武江二话不
说立即赶来，及时处理了故
障，保障了安全和生产。

除了维修设备解决故
障，姚武江还潜心进行技改
革新。他主持的“皮带集控
装置改造”技改项目，不仅
提高了煤炭传运的工作效
率，有效减少了煤尘对人
员、设备的危害，投用后还
节约成本20多万元。这个项
目在2017年山西省煤炭行
业“五小”创新竞赛优秀成
果评选中，获得特等奖。

从业以来，姚武江共获
得全国煤炭行业技术奖项
25个，取得十多项“五小”创
新成果。

姚武江也成为阳煤集
团最年轻的技能大师。姚武
江大师工作室从2014年成
立至今，一直坚持对职工进
行系统培训，每周两次，讲
解技术要领、工作原理。目
前，已经培养出20多位技术
能手。

有的同事见到姚武江
喜欢称他“姚大师”。他总是
谦虚一笑。“有的来培训的
同事工龄长，实践经验比我
丰富，所以在这里，除了和
大家分享理论经验，更多的
是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姚
武江说，他希望和越来越多
的年轻职工一起进步、一起
创新。 （据新华社报道）

脱贫与足球，听起来
毫不相干，可是，在太仆寺
旗幸福乡进展村，产业扶
贫使得脱贫和足球紧紧捆
绑在一起，点燃了贫困群
众的脱贫致富激情。

4月28日，进展村贫困
户李桂花正在车间里手工
缝制着一颗足球。“我去年
11月参加了培训。按现在的
进度，我每2天能缝制3颗足
球，按1颗球30元发工资，1
个月至少能挣1300多元。”
李桂花和记者聊天中，1颗
足球基本成型了。“等技术
熟练以后每天缝制2颗球不
成问题，到时挣得就更多
了。”她对靠着足球脱贫致

富充满了信心和憧憬。
足球和脱贫怎么会产生

了碰撞？“自从大学毕业在老
家创业后，我总想为如火如
荼进行当中的脱贫攻坚战尽
一份力。后来就想到了足球
扶贫的点子，这与旗里的产
业扶贫思路不谋而合。因为
是灵活就业，也不耽误贫困
户平时干农活儿。希望今后
这个项目能够做大，可以带
领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太仆寺旗昌海文化体育用品
厂负责人李海倩讲述了足球
扶贫产业的来龙去脉。

进展村位于太仆寺旗
最南端，2014年列入贫困
村。目前，该村有28户50人

尚未脱贫。
今年1月，进展村手工

缝制足球扶贫车间正式建
成投产。具体运营中，太仆
寺旗昌海文化体育用品厂
负责来料加工、技术培训，
并以每颗足球20元的标准
发放手工费，再加上政策性
补贴10元，工人每缝制1颗
足球，就能挣30元。截至目
前，进展村还未脱贫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49人接受了2次
培训，有17人已熟练掌握了
手工缝制足球的技能。

太仆寺旗扶贫办负责人
林国东说：“为了解决贫困户
闲散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的
问题，通过和培训机构合作，

我们引进了足球缝制项目，
并在进展村、红喜村等4地开
展了4期培训。通过培训，建档
立卡贫困户成为产业工人，
有效解决了贫困户家闲散劳
动力的就业增收问题。”

在具体运营中，足球缝
制扶贫车间采取“支部+公
司+贫困户”的带贫模式和“
2个1”激励机制。“支部+公
司+贫困户”即为村支部组
织建档立卡贫困户积极参

与手工缝制足球产业，利
用扶贫培训资金支持有资
质的培训机构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进行为期1个月的
不间断培训和后期合作，
促进贫困户增收。“2个1”
激励机制是扶贫培训资金
采取基本培训资金和阶梯
式奖励资金，激励公司和
建档立卡贫困户提高参与
的积极性。同时，乡政府拿
出部分扶贫资金对培训期

间建档立卡贫困户每缝制1
颗足球奖励10元，鼓励建档
立卡贫困户更加有信心从
事足球缝制工作。

思路宽则天地宽。据
林国东介绍，太仆寺旗还
将在全旗范围内建设拖鞋
制造、服装加工、纸塑产品
制造等车间，就地解决贫
困户家闲散劳动力的就业
和增收问题，尽快让贫困
户实现稳步脱贫。

2018年9月23日，山东
省潍坊市昌邑卜庄镇举
办“第二届卜庄镇大陆村
梨枣节”，以庆祝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作为有名
的梨枣之乡，卜庄镇大陆
村也被叫做“红色大陆”，
抗日英豪陆升勋即出生
于此。

陆升勋，1907年10月
生于山东省昌邑县卜庄镇
大陆村。1924年考入青州
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毕业后回本村任教。在大

革命高潮中，他在本村群
众中大力开展宣传活动，
成立农民协会，拥护北伐
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在
本村创办农民夜校。1928
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
后，他带领农民夜校学员，
到集市散发传单，抗议日
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后经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到
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学
习。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全国抗战爆发后，陆

升勋受党组织派遣，回到
昌邑，为组织抗日武装做
准备工作。1936年底，他
带着组织起来的百多人
的抗日武装，参加了中共
鲁东工委领导发动的潍
北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
八路军鲁东游击第7支
队，任第7支队特务大队
大队长。

1938年12月，八路军
山东纵队成立，陆升勋任
纵队特务团团长。1939年9
月，任山东纵队第1支队后

方司令员。1940年9月，山
东纵队第1支队后方司令
部改编为山东纵队沂蒙
支队，陆升勋任支队副司
令员。不久，任鲁中第2军
分 区 司 令 员 。1941 年 10
月，陆升勋被选派到山东
分局高级党校学习。1942
年5月学习期满后，任沂
蒙专署专员，领导沂蒙山
区人民群众坚壁清野，开

展反“蚕食”、反“扫荡”斗
争。同年12月调任胶东军
区副司令员，率百余人从
新泰出发，穿越胶济铁路
到博兴，继续东进到招
南。12月8日进入莱阳县
孙家夼，被日伪军包围，
指挥干部和护送队与敌
激战，在突围中不幸壮烈
牺牲，时年35岁。

陆升勋的孙子陆松

君，提起爷爷时说：“爷爷
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为了建立新中国，付出
了宝贵的生命，是值得的。
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一
直教育子女要爱国，要好
好工作，多为国家做贡献。
作为烈士后人，我有责任、
有义务把红色基因和优良
家风传承好！”

（据新华社报道）

85后煤矿技能大师姚武江：学习和创新没有“完成时”

陆升勋：“红色大陆”育英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