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耿家盛：老车工的新担当

新华社昆明 10 月 11 日电(记者白靖利)坐在笔记本电脑
前，熟练操作 CAD 的耿家盛更像是一名 IT 工作者。然而，从
油漆工到车工，再到跨界研究环保厕所，党的十九大代表耿家
盛对自己的定位从来没变：“我就是一名工人，永远要做最好
的自己。”

玩“跨界”：老车工的新担当

“我们研究的环保厕所已经到第四代了，相比之前的三代
产品，性能更稳定。”耿家盛认真地向记者介绍起他的新作。

今年 54 岁的耿家盛，是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首席
技师。对于干过 30 多年车工的他来说，研发环保厕所无疑是
一次“跨界”。然而，作为公司转型的代表，环保厕所成了“老车
工”耿家盛近两年的主要工作。

2016 年，昆明重工将生产移动式生态环保厕所作为企业
转型的突破口，公司“第一车工”耿家盛担任研发小组组长。
“他技术好、责任心强，又善于创新，这个项目交给他我们放
心。”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谢开龙说。

接到重任的耿家盛，此时却面临两个巨大的挑战：从机械
制造到环保厕所，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门外汉；手上只有一张原
理图，连设计图都没有。

耿家盛带领团队从零基础学起，查资料、向人请教，前后花
了 3个多月，环保厕所终于从概念变成实物。到今年 4月，耿家
盛团队研发的环保厕所已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第四代产品每
天可以满足 400多人次使用。”耿家盛自豪地说。

搞创新：提升才不会被淘汰

1982 年从技校毕业后，耿家盛原本在昆明铣床厂当油
漆工。两年后，他调入昆明重机厂改行当起了车工。从最基
础的摇手柄学起，在厂里请教老师傅，回家再问同为车工的
父亲，零基础的耿家盛很快成为厂里的骨干。

“一个技能不能吃一辈子，在时代面前很多东西不发展就
会被淘汰，必须不断挑战自己。”耿家盛说。改行做车工后，耿
家盛与磨刀结下了不解之缘。“车工离不开磨刀，要靠手工在
每分钟 3000 转的砂轮机上打磨。”耿家盛说，他的工作简单说
就是磨刀，往难了说是磨好刀。30 多年来，到底磨过多少把车
刀，自己也算不清了。

“一个月最少三五把，多的时候 10 到 20 把。”这么多把刀
磨下来，耿家盛的双手也渐渐结满厚厚的老茧。

正是在不断磨刀的基础上，耿家盛对车刀的角度、材质有
了更深认识，为后来不断改造车刀、改进工艺提供了条件。他
几乎年年都有一两样“改革”，自己最满意的“螺纹加工快速返
程法”，也是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琢磨总结出来的。这项 2006

年的发明，可以提高 30% 的生产效率，已经申报国家专利。
“技术就是经验的积累，必须在不断学习过程中提高自

己。”耿家盛说，自己拿到图纸后会习惯性地去找其中不合
理的地方，不断地改进。除此之外，他还利用休息时间学了
镗床、钻床等加工技能，并自学了 CAD制图，成为一名技术
全面的加工能手。

谈精神：人品比做事更重要

从技校毕业的油漆工到加工行业的一把刀，从一名学徒
到一位“名匠”，耿家盛用 30 多年的执着与坚守诠释了工匠精
神。“首先要爱岗敬业，只有甘于寂寞，坚持几年、几十年在岗
位上工作才会有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耿家盛这样说，也
是这样做的。

从 2003 年参加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获得名次起，耿
家盛已经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等荣誉。这些年，面临企业效益下滑等现实，耿家盛
却多次拒绝其他企业的高薪聘请。

“做人要有感恩之心，企业有困难我就走了不道德，父母
也不会允许我这样做。”耿家盛说自己从进厂到成为高级技师
用了 20 年，企业为自己搭建了很多平台，造就了自己的人
生，不能因为企业困难而自己“翅膀硬了”就一走了之。

早在昆明重工的前身——— 昆明重机厂建厂时，耿家盛的
父母就来到厂里，他的哥哥弟弟都在这个厂里工作。耿家盛
的父亲耿鼎曾经担任过昆明重工的总工程师，1989 年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

“我的一生都在传承父辈的技术、思想和对人生的要求。”
看着父亲从一名一线工人成长为行业的行家里手，也耳濡目
染父辈们对手艺技术精益求精、重视人品甚于才华，耿家盛
认为自己受益匪浅。

“我一直记着两句话：天干饿不着手艺人、人品比做事更
重要。”耿家盛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车间同事以及
自己的徒弟。

向巴扎西：我为祖国探矿藏

新华社拉萨 10 月 11 日电(记者刘洪明)在海拔 4500 米
以上的冰天雪地，一名藏族钻探工人带领同事常年扎根野
外：钻山沟、爬雪山、趟冰河；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舍小
家、顾大家、探矿藏……

向巴扎西，党的十九大代表、西藏地勘局第六地质大队
工勘部副经理、钻探高级技工。一米八的身高，乌黑的头发，
古铜色的皮肤，瘦高的他看上去略显腼腆。或许在冰天雪地
的工区生活久了，45 岁的他言辞不多，一言一行中透露着坦
荡率真。

从一名普通的钻工到机台上的“老专家”，在扎根野外地
质勘探战线的 26 年时间里，他创造了在平均海拔 5000 多米
的高地累计钻探进尺 5 万多米的记录。他带领工勘部一班
人，艰苦奋斗，开拓创新，连续多年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丰
收，为地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勘探机台上的“老专家”

20 多年来，向巴扎西先后参与昌都玉龙铜矿大会战、墨
竹工卡县甲玛铜矿、藏北能源资源地质调查大会战等钻探项
目 20 余项。他长期坚守 5000 余米的高海拔矿区，以实际行
动践行着新时期地质“铁人”精神。

地质人的苦只有自己最清楚，却很少向外人诉说。向巴
扎西自 1991 年参加工作以来，每年只有三分之一的日子在
拉萨。“春夏秋三个季节都在野外。”当记者问到最艰苦的经历
时，他眼神移向窗外，历经沧桑的面庞略显微笑，“矿区现场
的苦，用语言和文字表达不出来。”

长期在冰天雪地勘探，向巴扎西经历着出生入死和荒野
孤寂。“2000 年前后，我们 4个人一起在 18 米高的钻塔上施
工，我突然在 8 米左右的位置掉下来了，幸亏运气好，掉在最
底层的塔基里，刮伤了但无大碍。”他说。

26 年的坚守，为祖国勘探矿藏，向巴扎西用铁骨柔情书
写了人生的大爱春秋。“共产党员，就应当甘于吃苦、乐于奉
献，才能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有机会为国家做贡

献，我感到很自豪。”向巴扎西说。

同事眼中“好导师”

作为大队钻探领军人，向巴扎西关心年轻同志的培养和
成长，多年来为大队培养了一个又一个钻探技术能手。在带徒
过程中，他将长期积累的机械操作要诀、窍门手记整理成册，
无私地传授给他人，先后带出 20 多名技术能手和业务骨干。

经他培养的这些钻探操作能手，现在依然奋战在各个矿
区，已成为六队钻探施工中的一支生力军。

35 岁的其美仁增曾跟随向巴扎西在机台作业。他说：“我
当了 8 年多农民工，跟着地质队干活，认识师傅后，他手把手
教我，2008 年我就可以带班干活了。我是初中毕业，现在是同
学中收入最高的。”

“只要愿意学，我肯定教。”向巴扎西说，“我岁数大了，
需要培养新人，平常在矿区我就专门留意能吃苦、爱钻研
的人。”

西藏地勘局副局长张焕彬说：“近年来，他们‘师徒’一班
人，出色完成了项目部下达的各项任务。特别是在藏北能源资
源地质调查大会战中，6个月一举拿下 6000 米的进尺施工纪
录，单口井深创造了西藏地区高海拔钻探施工破 2000 米的历
史新纪录，为西藏地勘单位在藏北能源资源钻探施工史上，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家人心里的“担当者”

在向巴扎西的心中，机台就是他的家。由于他长年坚守野
外，与亲人聚少离多，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了妻子，特别是对孩
子，有着难以弥补的愧疚之情。

1996 年父亲去世，向巴扎西在工区走不了，没能送父亲
最后一程。女儿生病，他很少能守在身边照顾。刚开始，妻子龙
宗忍不住“怨恨”。岁月如梭，丈夫身上这种向上向善和对工作
的执着，逐渐感染了龙宗。

“孩子小的时候，我跟丈夫经常吵架，老是埋怨他不顾家。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懂事，我也逐渐理解他工作的辛苦和无奈。
他的敬业精神慢慢打动了我，也促使我工作更加用心。”身为
一名中学教师的龙宗说。

向巴扎西的女儿强珍皮肤白净，活泼开朗，目前正在天津
大学读大二。“刚开始对爸爸确实不是很理解，甚至有点怨恨，
后来就越来越敬佩爸爸了。现在有啥事，都会随时跟爸爸沟
通。”她说。

“女儿 3 岁多的时候，我从矿区回家，头发长，脸又黑，女
儿看到我进门就躲起来。经过妻子一番解释，晚上女儿才肯让
我抱。”回忆起这些，向巴扎西的眼睛湿润了。

▲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首席技师耿家盛在
车间里操作铣床(2016 年 4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蔺以光摄

“打工学技术，回家当老板”

湖南花垣：“泛珠”脱贫记

新华社长沙 10 月 11 日电(记者张玉洁)湖南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民乐镇路桥村贫困户龙仁生决定尽早结束
在深圳的打工，带着经验和积蓄回老家创业。

由于文化水平低，此前，他在深圳工地打过零工、当过服务
员。通过政府对接招聘和技能培训，如今龙仁生不仅在深圳一家
餐馆担任总经理，还做起了微商，帮助村里老百姓将农产品卖出
去。

“平均月收入 8000 元，现在攒了点钱，我想回老家创业。”
龙仁生说。

花垣县委书记罗明告诉记者，花垣地处武陵山腹地，湘黔
渝三省市交界处，是国家级贫困县。到 2014 年，全县建档立卡
贫困户 74715 人，贫困发生率达 28 . 6%。

近年来，随着泛珠区域协作的深入推进，一条跨越山
水的“扶贫路”将“岭南东道”广东和“湘西边城”花垣连接
在一起。

“由于地处山区、人均耕地面积少，到广东等珠三角发达
地区务工一直是花垣大部分贫困劳动力的重要选择。”罗明
说。

去年 4 月，根据人社部、国务院扶贫办要求，花垣与广州、
深圳、东莞、佛山 4市劳务协作试点工作启动，也正式拉开了
花垣贫困劳动力依托泛珠平台脱贫增收的序幕。

“做好劳务协作，需摸清贫困劳动力底数。”花垣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智敏说，试点开展以来，花垣组织
干部入村入户核实建立全县贫困劳动力和已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实名制台账，按照“一人一卡、一村一册、一乡一柜、
一县一库”要求，做到个人信息、务工企业、个人意愿和收入
情况“四清楚”。

为做好输入地和输出地精准对接，去年 4 月，花垣县驻广
东省劳务对接服务中心成立，由县人社部门牵头，抽调人员驻
广州、深圳，为前往广东务工的花垣贫困劳动力提供岗位信

息，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等。
“刚来时，我每天的任务就是跟贫困劳动力和企业负责

人沟通，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走访和微信群及时掌握企业
和扶贫对象的动态，一旦发现贫困劳动力不适合现有岗
位，要确保他们在一周内重新上岗。”花垣县驻广东省劳务
对接服务中心主任龙明江说。

输入地广东则明确了供求对接、组织接收、岗位培训、跟
踪服务等具体任务和职责分工，并出台社保补贴、生活资助、
稳岗就业奖励、公共服务等政策，为来粤就业的贫困劳动力
提供就业和各项生活便利。

通过两地政府对接，花垣贫困劳动力有序输出和广东用
工企业有效接收的机制逐步建立。

针对贫困劳动力文化水平低、缺乏专业技能的问题，
花垣一方面加强与用工企业对接，做好订单、定向式“精
准培训”。另一方面，搜集用工信息，组织专场招聘，进
行供需对接。

去年 4 月 18 日，首场贫困人口劳务输出现场招聘会在
花垣县边城高级中学体育馆举行，深圳市带来了 39个工种、
1177个就业岗位供选择。花垣县石栏镇朋岩村贫困户石刚在
当日招聘会上找到合适岗位后，当月 22 日就坐上了政府安
排前往深圳的大巴，进企业工作。通过公司培训和自己努力，
石刚从一名普通点焊工晋升为数控机床的操作技工，月收入
达到 4200 元。

“今年除组织广东地区企业赴花垣进行现场集中招聘外，
又开展远程网络招聘，目前已举行 15 场，达成就业意向的有
1800 多人。”黄智敏说。

在花垣，越来越多贫困户通过技能培训和专场招聘走出
大山，在泛珠区域发达城市就业。

这些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随着视野不断开阔，产生了返
乡创业的想法。

记者到路桥村时，许多老百姓在村部学习技能。今年初
结束在厦门打工的 52 岁贫困户龙金发拿着小本子认真记
录老师的讲话。

“村里根据我们的想法办培训，教我们营销和与客户沟通
的方法，我对回来创业很有信心！”龙金发笑着说。

黄智敏告诉记者，为鼓励贫困劳动力返乡就业，今年
已举办 5 场创业培训。“不少人通过培训找准了发展目
标。”

数据显示，到今年 9 月，花垣县贫困劳动力 42997 人中，
已转移就业 23622 人，其中泛珠区域占比近 60%，人均年收
入 3 万元以上。转移就业已成为花垣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
要途径。

▲西藏地勘局第六地质大队工勘部副经理、钻探
高级技工向巴扎西在食堂用餐（9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东君摄

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首席技师

耿家盛,从油漆工到车工，再到跨界研究环

保厕所，对自己的定位从来没变：“我就是一

名工人，永远要做最好的自己”

西藏地勘局第六地质大队工勘部副经

理、钻探高级技工向巴扎西，扎根野外地质

勘探战线 26 年，创造了在平均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地累计钻探进尺 5 万多米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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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10 月 11 日电(记者田建川)
桂、川、黔、滇四省区不少市县地处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在扶贫开
发进入攻坚阶段，如何啃下深度贫困地区这块
“硬骨头”？

同在泛珠三角区域，广东和上述四省区血
脉相连，并建立了对口扶贫协作关系。当前，跨
省区扶贫协作涵盖了产业、技术、教育、易地搬
迁等多个领域，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协
作格局。

产业扶贫“造血”

在云南昭通市的滇粤协作产业园，华坚鞋
厂的 400 多名员工在生产线上忙碌，其中不少
是当地贫困户。在贵州毕节金海湖新区的“毕
节·广州产业园”，梵领服饰有限公司招聘的员
工中，贫困群众和特殊困难群众超过一半。

这两家总部分别位于广东东莞、广州的企
业，为何把生产基地建在大西南？

“随着西南地区高速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
改善，东部企业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配置市
场资源。”梵领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温人晃说，珠
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有转移需求，毕节则有丰富的劳动力
资源，扶贫协作搭建了产业梯度转移的平台。

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以来，在广东派驻对口帮扶地区
扶贫工作组协调下，广东省组织 393 家企业赴桂、川、黔、滇四
省区考察对接产业项目。其中，广东省内的企业确定投资项目
176个，已完成投资 24 . 91 亿元。

毕节市对接广州市对口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杨春说，稳定脱贫需要调动当地的“造血”能力，通过扶贫
协作共建产业园特别是引进一批大型企业，可让当地产业发
展水平显著提高。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和信心

在广西百色市田阳县桥马片区央律村的花卉苗木种植基
地，贫困户杨色永忙着给花叶女贞树修枝。这个基地由碧桂园
集团投资建设，吸纳了 21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种植。

今年 1 月印发的《广东省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实施意
见》提出，引导和带动更多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共建
工作。碧桂园集团是经广东派驻百色扶贫工作组牵线搭桥到
广西的。

碧桂园集团社会责任部总经理罗
劲荣说，公司为贫困户垫付 90% 的苗木
成本，并提供技术指导，苗木长成后，公
司负责保底采购。通过种植苗木，贫困
户可获得“三金”收入，包括流转土地的
租金、在基地打工的薪金和入股分红的
股金。

“今年已经卖了 80 棵女贞树，赚了
1000 多元。”杨色永说，他的地里还有
1000 多棵树。“我好好打理，等年底赚了
钱就能还盖房子的欠款。”

田阳县县长黄国哲说，作为石漠化
山区，田阳县以前只能种玉米、花生、红
薯等，农民看天吃饭。如今，通过扶贫协
作，东部地区的企业把市场、管理和技
术等优势带到这里，为当地脱贫注入了
积极动力。

“一方面提高了土地产出的附加值，
一方面让老百姓恢复了发展地方产业
的信心，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
黄国哲说，而后者是“最关键的”。

挪穷窝 拔穷根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
姐把哪打村，村民特觉尔作在今年初从
山上搬了下来。在这之前，她住在山上
的土坯房里，在山下种着几亩土豆和苦
荞。由于泥巴路无法行车，去年土豆收
获时节，她一家老小背了几十趟，才把
几千斤土豆运回家。

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就要“挪穷
窝”。2016 年 8 月底，广东佛山市和凉山
州建立扶贫协作结对关系后，每年划拨
1 . 1 亿元给 11个对口帮扶贫困县，重点
用于易地扶贫搬迁的住房建设。

特觉尔作现在住的新村，一排排平房整齐分布，户与户
之间有绿化带隔离，水泥路延伸到家门口。“姐把哪打村在
彝语里是‘水草肥沃、向往光明的地方’，住在新家，我们心里
很高兴。”她说。

除了“挪穷窝”，还要“挖穷根”。教育脱贫是有效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根本性举措之一。云南昭通市今年初中毕业生有
8 . 4 万余人，但由于教育基础薄弱，除了普通高中计划招生的
4 . 7 万人外，其他 3 . 7 万名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普通高中。

由于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山区农村等贫困地区，让他们
就读职业学校和培训就业，成为昭通市教育脱贫的重点工
作之一。

挂职昭通市副市长的广东省第五扶贫协作工作组组长
邓浩全说，目前，东莞和中山两市正和昭通市着力推进职业
教育联合办学。从 2017 年开始，由东莞、中山的中职学校在
昭通每年分别定向招生 1350 名、720 名初中毕业生，采取
“1+2”、“0+3”等模式培养，学生毕业后可以在广东就业。

国务院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组专家成员乔陆
印说，泛珠区域通过产业、教育、劳务、旅游等形式的扶贫协
作，有助于补齐我国区域发展短板，实现资源互通、产业互
动、市场互联、优势互补和区域互惠，从而打赢脱贫攻坚战。

泛珠三角变奏曲

随着泛珠区域协作的深入推进，一条

跨越山水的“扶贫路”将“岭南东道”广东和

“湘西边城”花垣连接在一起

到今年 9 月 ，花垣县贫困劳动力

42997 人中，已转移就业 23622 人，其中

泛珠区域占比近 60% ，人均年收入 3 万

元以上

泛珠区域通过产业、教育、

劳务、旅游等形式的扶贫协作，

有助于补齐区域发展短板，实现

资源互通、产业互动、市场互联、

优势互补和区域互惠，从而打赢

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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