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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熊红明

“公司不给我钱，你叫我怎么办？没有钱，说什么都是废
话！”

在广西南宁市江南区一个建筑工地的简易工棚里，包工
头一边猛吸着烟，一边几乎是咆哮地冲着陈美杏大声喊叫：
“领导，大姐！要不你把我抓起来算了……”

为农民工追讨被拖欠的工资，陈美杏经常要面对这样的
场面。自 1997 年 11 月进入南宁市江南区劳动监察大队近 20
年来，陈美杏为 20 万名农民工兄弟讨要回了 4 亿多元工资，
被农民工兄弟称为“讨薪大姐”。

20 年奔波为农民工讨薪 4 亿元

冬雨浇冷了南宁的气温，梁培政和工友们在风中颤抖着。
听说“讨薪大姐”陈美杏会到工地来帮大家协调被拖欠的工
资，家住南宁市邕宁区那楼镇的梁培政和不少已经返回乡下
的农民工 1 月 11 日一早就赶回了工地，有的甚至连鞋都没来
得及换，穿着拖鞋就在雨中出发了。

“我在工地干了快一年，工头还欠我 11750 元。”梁培政
说，有 50 多位一起干活的农民工被拖欠了工资，总数加起来
应该超过 70 万，“工头一直说是上面的劳务公司没有给他钱，
所以我们就拿不到钱。”

1 月 9 日，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代表到南宁市江南区劳
动监察大队，向大队长陈美杏求助。第二天下午，陈美杏召集
农民工代表、业主、劳务公司、包工头等在大队会议室协调。协
调会开了 5 个小时，包工头最后在承诺书上签字，答应在 11
日上午将工资发放到农民工手中。

“每次协调都像吵架，半天下来嗓子都坏了……”陈美杏
说，年关将至，企业有企业的难处，包工头有包工头的难处，但
再难也难不过辛辛苦苦了一年，全家人等着工钱过年的农民
工。“只要是合法合情合理的讨薪，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地维护
农民工兄弟的权益！”她说。

1 月 11 日上午 9时，陈美杏和同事们冒雨到工地监督包
工头发放工钱。几十万现金运到了工地，却无法顺利发放下
去——— 农民工的工资明细表还没有做好，很多工资记录只不
过是记在包工头手里随便一张纸上。

工人们挤在简易工棚里，看着钱到了，却领不到手十分着
急。“必须要核对工资明细表，每一个人都要签字确认自己的
工资数额，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才能领到工资。”陈美杏说。

两个小时后，工资明细表终于制作好了，但钱依然发不下
去。因为根据包工头记录的账单，一些农民工的名字记录的是
“小林仔”“阿辉”等绰号，与身份证信息不相符。

过了午饭时间，第一笔工资终于发到农民工手中。领到工
钱的农民工一个个离开了工地，陈美杏和同事坚持到了最后。

“我们必须在现场并坚持到底，保证被拖欠工资能按时、
足额、准确地发放到每一个农民工手上。”陈美杏说：“农民工
兄弟为城市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我想通过努力帮助他们，让
他们能在城市里体面、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

为了 780 户新疆农民兄弟

为了能追回已经拖欠了一年多的葡萄款，78 岁的阿不力
米提·艾买提和同村的沙拉木·木散瓦尔等一群人从新疆阿图
什千里迢迢两次到南宁。

2015 年，一名老板到新疆阿图什收购葡萄，村里的 780

户果农将价值 200 多万元的 890 多吨葡萄卖给了他。
“说好葡萄卖了就结清货款，但一年多了也没给。”沙拉

木·木散瓦尔等人几次到南宁来讨要货款，虽然水果市场
出面协调了很多次，但欠款的老板却一再推脱。他们去找
政府信访部门反映，甚至都报了警，但由于没有买卖合同
证据，连欠条都没有，他们被告知“如果没有证据，钱很难
要回来”。

2016 年 11 月 17 日，感觉走投无路的阿不力米提·艾买
提和 20 多位新疆来的农民来到南宁市江南区劳动监察大队，
他们点名要见大队长陈美杏。

“买卖经济纠纷不属于劳动监察职能范围，但看到这么多
农民兄弟从新疆来，还跑了这么多趟都没有解决问题，我决心
一定要帮帮他们。”陈美杏说，一户农民一年卖一季葡萄，结果
还被拖欠了这么久，放在谁都会着急上火。她赶紧向城区政府
领导汇报并建议成立专门的工作组进行协调。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要帮新疆农民兄弟拿到有效证据。
在第二天的协调会上，陈美杏和工作组的其他成员当着新疆
农户代表、代销老板的面一一核实葡萄买卖的具体数额。经过
7 个多小时反复做工作，最终由农户和老板双方确认后，当场
让代销老板写下欠条，锁定了证据。

“有了欠条证据，农户可以到法院起诉，但这样距离拿回
钱仍然是遥遥无期。”陈美杏说，农户从遥远的新疆赶来，已经
花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有的老人身体不好，不能再让他们等
下去。在随后的 10 多天里，城区政府组成的工作组反复找市
场和老板做工作，通过市场垫资和铺面处理等方式，最终让每
一户被拖欠的新疆农户都顺利拿到了葡萄款。

2016 年 12 月 26 日一大早，拿到欠款的新疆农民代表拿
着锦旗和匾额来到陈美杏的办公室。生怕陈美杏会拒绝，他们
自带着钉子和锤子，一进到办公室不由分说就把锦旗和匾额
高高地钉在墙上。

农民兄弟质朴的情感令陈美杏十分感动。在陈美杏的办
公室里，一摞摞厚厚的讨薪材料和一面面鲜红的锦旗格外引
人注意。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兄弟用质朴的方式表达他们
对陈美杏的感谢，有的在锦旗上写“农民工的恩人”，有的写
“农民工的父母官”。

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追薪路上的动人故事。很多故
事都会勾起陈美杏的泪水，她说：“我好怕有人送锦旗来，我总
是劝他们好不容易追回了工资就不要再破费钱了……”

为农民兄弟讨薪一直在路上

开会讲话大声、打电话大声……陈美杏给人第一印象是
声音沙哑但嗓门很大，一走进政府办公楼，就就能听到她在二
楼的声音。

“有时候，沟通只能靠吼。不大声，根本压不住。”陈美杏
说，有时是包工头耍赖，必须大声说在气势上压住他们；有时
是工地嘈杂，要在电话里让农民工听清楚就得大声喊；更多时
候是在调解时，几方一言不合就要吵架，她作为调节人只能提
高音量“震”住各方。

有一次，陈美杏的嗓子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到医院，
医生用针筒直接向她的喉咙注射药水，声音才慢慢恢复。

“不说话我就协调不了任何事，我像个聋哑人挥舞着双
手，做不了任何事。”她说，这次生病让她意识到了沟通的重
要，要是无法良好的沟通，再有道理也无法解决问题。

年底是陈美杏最忙碌的时候。在工作日，她平均要接待 3
拨来访的农民工和企业代表。而电话总是不断，不分工作日还
是节假日，每天至少有 20 个电话是农民工兄弟的求助来电。

“春节前是农民工工资讨薪的高发期，每个人都想和家人
团聚。不能两手空空回去，要拿到该得工资，才能快乐地过
年。”陈美杏说，为了减轻春节前的工作压力，他们加强了日常
的工作巡查，在年初、年中经常到工地、企业给农民工、业主和
包工头讲解国家有关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督促企业
完善管理制度，保障农民权益。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为何如此顽固？”记者问。
“关键是工程违法层层分包！”陈美杏说，国家出台了

很多规定规范建筑领域的农民工权益保护，特别是广西还出
台了“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规定用工企业按
一定比例向政府指定的银行专户缴纳保障金，以确保农民工
工资资金来源，但实际上还存在着大量的用工手续不完善、
工程层层违法分包等突出问题。“分包的中间环节多了，农
民工资经常会被中间的包工头截留、挪用，这就需要我们继
续加大监管力度，堵住有漏洞的环节，确保工资能按时、足
额发放到农民工手中。”

“所以说，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陈美杏说，
只要有农民工兄弟的工资被拖欠了，不管吃多少苦，她都愿意
和他们一起风雨同行在追薪路上。

“敢吵会吵”的“讨薪大姐”
陈美杏为农民工兄弟讨薪 20 年，追回 4 亿元被拖欠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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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刘海

和很多“ 90 后”一样，23 岁的
王岩喜欢“追星”。然而，他的偶像是
一位在大漠深处奉献多年的时任宁
夏灵武市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局长王有德。

这位与风沙对着干了一辈子的
汉子，30 多年如一日，带领白芨滩
干部职工以每年治沙造林 3 万亩的
速度，在毛乌素沙漠西南端筑起一
道东西长 45 公里、南北宽 10 公里
的绿色屏障，守护着黄河以及河岸
万顷良田。曾获得感动中国“双百”
人物、“全国治沙英雄”、“全国劳动
模范”等诸多荣誉称号。

虽然已经过去近 4 年时间，王
岩依然清晰地记得人生中第一次

“追星”的情形：满怀希望而来，却连
“偶像”的面都没有见到，失望而归。

“我们班同学都特别想见他，王
劳模，因为他工作繁忙，结果也没有
见上。”王岩的话语中满是遗憾。

那时的王岩，是宁夏葡萄酒与
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
生，那是他和同学们第一次到白芨
滩实训。

对于王岩来说，把治沙英雄当
作偶像和日后选择治沙作为职业都
并非心血来潮。

王岩的家乡在灵武市崇兴镇台
子村，一个沙漠边缘的小村庄。也许
是从小饱尝村庄遭受沙漠侵袭之苦，也许是家里好几位亲
人都走上了治沙路，王岩从学生时代起就对治沙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2011 年，王岩考入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
院，成为防沙治沙工程系的一名新生。这所前身为宁夏林业
学校的学院有着 30 年的办学历史，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所
以培养防沙治沙人才为己任的职业技术学院。在这里，学生
们系统学习防沙治沙专业技术，并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提升
动手能力。

第一次到白芨滩实训，给王岩留下深深的震撼，“把一
个寸草不生、寸草不长的沙漠变绿了，我觉得挺伟大的。”
2014 年，王岩圆满完成学业，如愿加盟白芨滩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成为一名光荣的治沙人。更令他高兴的是，
终于见到了心目中的“偶像”，而且有机会一起工作。

“我刚来的时候王有德还没有退休，我亲眼见过他工
作，大热天的，50 多岁的人还拿着锹在沙地里干活，让我们
这些无从下手的年轻人都感觉很羞愧。”王岩说。

劳模精神的感召，加上前所未有的使命感，让王岩像一
只铆足了劲儿的陀螺。然而，治沙远比想象中辛苦。

“7 月份的时候我到一线沙区去治沙，去的第二天胳膊
上一层皮就掉了。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站在远处看那个山
绿了，特别有成就感，因为特别不容易。”王岩说。

在白芨滩，像王岩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大多是
追随父辈甚至祖辈脚步走上治沙路的“白芨滩二代、三代”，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工作中，成就着心中的理想。

在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王兴东看来，
他们是“有知识的一代”，也是“继承了白芨滩精神的一代”。

“与老职工相比他们有活力、有知识也有学历，他们在
推动治沙技术、速度的提升，取得治沙成效方面，发挥了年
青一代的作用，也为我们这几年治沙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
动作用。”王兴东说。

工作 3 年，王岩最深的体会就是，林业工作不仅要能吃
苦，更要多一份责任，沙窝里的每一棵草、每一棵树，都是治
沙人用汗水浇灌出来的。 新华社银川电

新华社记者李双溪

兰海军“祸害”钱在吉林省通榆县东太村是出了名的：
谁能好端端地把 1800 万元投去种防沙林？他却这样做了。

兰海军喜欢在 1 万多亩林场里转悠，在这片笔挺的杨
树林外，风沙止步。他指着满山遍野的林地说：“这一切都是
因为 2008 年我和村书记打了一个赌。”

“风沙干旱碱，谁干谁打脸。你种树也是白搭，活不了
的。”老书记凭着自己几十年的经验说。兰海军却不服，打赌
说：“我种树肯定能种活。”

倔强是这个 45 岁东北汉子的性格。他曾经开过加油
站，当过包工头，赚了几年钱后，于 2008 年回到家乡东太
村。这个四面被风沙包围的村子还和儿时一样，光秃秃的山
上没有几棵树。一到春天，风沙吹得人迎面分不清人脸。庄
稼“三刮四种”，春耕种完，种子化肥都会被吹跑，只能再补
种。贫困像挥之不去的梦魇。

兰海军的倔劲上来了：“我要种树，改变家乡。”
那一年他投入 60 万元，承包 450 亩林地，打了 3 眼井，

安装变压器、电线，提水灌溉，共雇佣 50 多人，种下 7 . 8 万
棵杨树。几天后，兰海军傻了眼：一场大风把树吹倒大半，满
地狼藉。兰海军只好和工人把树一棵棵地扶起、踩实。

这年 4 月，村里人与兰海军见面打招呼总是说“又去扶
树啊”。杨树没有辜负兰海军，当年树苗成活率达到 95%。

“烧钱”的日子就此开始。每年承包 1000 亩荒地，打井
种树，接电灌溉，雇人护林，8 年下来，兰海军建成了 3 片林
场，1 . 05 万亩林地共投入 1800 万元。

“花钱像流水一样，老婆害怕了，说我不务正业。”兰海
军重新承包起建筑工程，赚钱再补贴林地。在他的带动下，
附近几个乡镇共有 600 多户村民开始造林。

现在的东太村，放眼望去郁郁葱葱，从地图上俯瞰，排
排树林就像一条绿色的围巾环绕在村子周围。每到春天，野
鸡、山鸽成群飞来，嘤嘤成韵；秋天，林下蘑菇丛生，俯拾即
是。村里 5 岁以下的小孩已经不知道黄沙漫天的可怕。

村民金玉军跟着兰海军种了 30 亩林地，几年下来，也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原来“三刮四种”玉米产量低，只能
种早熟品种，一公顷产量只有 5000 斤，是其他土地产量的
四分之一；因为孩子上学，他还欠下了几万元的外债。自从
村外绿树成荫，金玉军家起了变化，一公顷地产出玉米 1 . 5
万斤，每年修剪树的木材足够冬季取暖。去年，金玉军不仅
还清了外债，还给老爸买了辆电动三轮车。农村环境改善，
种地收入提高，村里年轻人也渐渐留下来。

近几年，吉林省劳动模范、绿化先进个人、生态保护人
物……荣誉证书奖杯摆满了兰海军的书架。

现在，兰海军经常去看望 87 岁的老书记。说起当年打
的那个赌，老书记竖起大拇指说：“好，好，你赢得好啊！”

新华社长春电

吉林通榆“倔”农民

“烧钱”千万种万亩林

让风沙止步家门口

“每次协调都像吵架，半天下来嗓
子都坏了……”很多故事都会勾起陈
美杏的泪水，她说：“我好怕有人送锦
旗来，我总是劝他们好不容易追回了
工资就不要再破费钱了……”

新华社记者陈诺

已是 11 日入夜时分，距离合肥南站不远的地方依旧灯火
通明：聚光排灯下的十余条火车轨道上依次排列着“高矮胖
瘦”不一、型号不同的列车。

这里是合肥南动车运用所，传说中的“动车医院”，每天奔
跑在不同线路上的动车都会回到这里“检查身体”，其中包括
广播系统的维护。上海铁路局合肥客运段动车队的广播信息
管理员张尧便是其中的一名“声带医生”——— 乘客们在动车上
听到的每一个报站、每一次温馨提醒，都是由他们负责录入和
检修。

2017 年春运，合肥客运段将开行 61 对动车组列车，增开
列车变化大，广播信息管理员要根据调图文件，找出相对应的
车型以及对应的车次停靠站的变化，然后再根据相关要求一
遍遍地核对数据进行修改、维护，以保障其正常、准确“发声”。

对照工作计划，张尧登上了当日检修的第一辆动车车体，
这辆车在当天的运行中出现了报站错误。张尧走进司机室，插
入 IC 卡，检查系统广播的错误信息，再背着电脑进入车厢另
一头的监控室用 CF 卡更换控制语音种类，最后正确内容被
播报，这组列车的检查工作才算结束。

通过分析“病症”，对症下药，别看说起来简单轻松，其实
不然。由于合肥南动车运用所承担了 CRH2A，CRH2C，
CRH380B 三种不同车型的车体，出现故障的原因也复杂多
样。“光是一台车就有近 700 个音频，6 个多 G 大小。”检修一
趟下来，200 米长的动车张尧走了两个来回，虽是寒冬，张尧
脸上却冒起了细密的汗珠。

凌晨 1 点以后，检修库的车体多了起来，在成排灯光的映
照下，各单位作业人员的身影交错，耳边无线电台的声音也此
起彼伏。张尧说，他的工作却很“寂寞”：从晚上 8 点开始，车体
陆续进入检修库，其他“医生”的作业，需要在列车无电状态下
先进行，而“声带医生”检查时必须借助电源，只能等其他“医
生”检查完再开始工作，等待成了家常便饭。

在漆黑的列车上，张尧经常一等就是一个钟头。“夏天不
供电就和蒸笼没什么区别。”张尧说，行走在无人的过道，安静
到能听见车厢外的滴水声，对讲机中传来的一两句指令成了
他夜晚最好的陪伴。

这样枯燥的工作或许很难与张尧曾经的中文专业联系起

来。2014 年，22 岁的张尧大学毕业，出于对铁路的热爱，他进
入了铁路系统工作，成为 T64\63 次列车的实习乘务员。两年
后，合肥客运段成立了广播信息管理处，张尧和另一个广播信
息管理员袁宝被调配到这里。

“一个文科生一下子到了理工岗位，刚开始确实压力山
大，只能一边学理论，一边向老师傅讨教。”张尧回忆自己第一
次实际操作的时候，光 1 台车就弄了 2 个小时。

今年是张尧作为铁路人的第三个春运，从台前走向幕后，
张尧说自己要做一枚看不见的春运“螺丝钉”，“语音播报和视

频影像这些细节直接关系到旅客的乘车体验。”在他看来，擦
亮“高铁名片”，一方面要靠高铁中蕴藏的“黑科技”，另一方
面，更要靠行在路上的软实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回家的路
更温馨”。

“随着列车的奔驰，前方我们即将到达终点站……”车内
广播传来正确的播报，调试成功，张尧拍拍手，给自己鼓了个
掌，收拾起背包走向下一台动车“病人”。

此时已是 12 日深夜两点半，2017 年春运即将到来。
新华社合肥电

只能在深夜倾听的动车“声带医生”

▲ 1 月 12 日，在广西南宁市江南区一处建筑工地，领到被拖欠工钱后的农民工朋友和陈美杏（前右二）合影。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 1 月 9 日，在合肥南动车运用所，张尧在动车车厢监控室更换控制语音种类。 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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