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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能为牧民们干点实事很光荣
“咣咣咣，咣咣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
了起来。
“张书记，
张书记，
快开门啊。
”
张磊一打开门，只见村支书扎西一副急匆
匆的样子，
“ 怎么了？这一大清早的。”张磊赶
忙问。
“昨晚又生了 3 只羊羔，现在咱们合作社
总共有四百只小羊羔。”扎西黝黑的脸上洋溢
着难掩的喜悦，张磊立马穿上外套拽着扎西书
记就往合作社走去。
从公司援建的党员活动室出来，迎面吹来
一阵寒风，让张磊不禁打了一个冷颤，虽然快
到四月，青南高原的清晨寒风凛冽。来到合作
社，羊还在畜棚里，走进三号畜棚，冷措抱着一
只小羊羔正在用奶瓶喂奶。看到他们进来了，
高兴的喊着：
“四百只了，四百只了。”冷措是羊
旗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由于她具有丰富的养殖
藏系羊的经验，自从合作社成立后，她就被村
民们推选进入合作社从事养殖工作。
“ 一年多
了，已经有四百只羊羔了。”张磊心里满是欢
喜，看着畜棚里撒欢的小羊羔，不禁想起自己
刚来羊旗村时候的情形。
2017 年 11 月，公司派遣张磊和另一名扶
贫干部东主加到泽库县和日镇羊旗村进行精
准扶贫工作。一到羊旗村，通过跟村干部的交
流，了解到羊旗村属于纯藏族传统牧业村，平
均海拔 3500 米，全村草场总面积 109970 亩，
可利用草场面积却只有 66996 亩。由于羊旗
村黑土滩面积较大，可利用草场面积有限，再
加上自然条件恶劣，导致牧业经济基础薄弱，
贫困人口较多。而在非贫困户中，有一部分牧
民也只是低标准解决温饱，经济基础不牢，稍
遇变故极易返贫，
也需要继续扶持进行巩固。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羊旗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的具体致贫原因，张磊和扶贫工作队员走访
了羊旗村建档立卡的 67 户贫困户，同时也了
解了其他非贫困户的生活状况。
“ 我们祖祖辈
辈都是放牧的，也没有其他营生了。”
“ 出去找
个事做，别人的话又听不懂，干的都是粗活重
活，给的钱还少，所以他们不愿意出去。”这是

他们入户走访时经常听牧民们说的话。在了
解到这个情况后，公司扶贫办立即对当地的地
理条件和产业发展进行了考察，初步有了以发
展生态畜牧养殖来推动村集体经济的工作思
路。有了想法，那就着手开干。很快，
《羊旗村
畜牧养殖合作社养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就
编写完成了，并上报到公司进行审议，可喜的
是，公司通过职工募集争取到了 121.5 万元帮
扶资金。有了资金，心里就踏实了，底气也足
了。随后，他们就拿着报告去找县委、县政府
的领导争取帮扶政策，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
最终羊旗村畜牧合作社被纳入了泽库县 2017
年畜牧合作社帮扶发展计划之中。2018 年 10
月，县上投入了近 300 万元为羊旗村畜牧合作
社修建了畜棚 6 间，办公室 3 间，草料车间 1
间，并配备了相应的机械设备。合作社的各项
设施建造完成后，张磊和驻村队员两次前往四
川若尔盖地区，购买藏系羊共计 862 只。当所
有羊只运到合作社后，闻讯赶来的村民围着满
是羊只的畜棚，喜悦之情溢于言表。2019 年 4
月，经过五个多月的精心补饲养殖，合作社初
具规模，已经有 1300 余只藏系羊了，其中包括
繁殖羊羔 400 余只。从合作社出来，张磊和扎
西书记兴奋的筹划着等年底把羊羔卖掉一部
分，给村民分红，这样就可以完成今年集体经
济“破零”的任务了。正说着，不远处有两户异
地搬迁贫困户正从车上往下卸家具。羊旗村
异地搬迁定居点（住房）有 64 户，因为牧民习
惯了逐草而居，所以定居点的入住率并不高，
只有十七八户入住。为了提高入住率，他们在
入户过程中反复的推广异地搬迁住房的好处，
苦口婆心的劝牧民搬到定居点。通过不懈的
努力，如今已有 56 户牧民搬进了定居点。
“张
书记好。”正在打扫卫生的更藏卓么抬起头向
他们打着招呼。
“ 你好，更藏卓么，格日措怎么
样啊？在学校还好吧？”张磊问道。
“好着呢，她
一天高兴得很......谢谢你们啊。”更藏卓么笑着
回应。

更藏卓么是羊旗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是
旗村的道路修缮工作，但那一段水毁道路不在
一名单身母亲，独自抚养着三个子女，长女格
计划当中，他们便将此情况上报黄河公司扶贫
日措因为疑似青光眼，在念初一时经常出现眼
办 ，公 司 已 将 此 段 水 毁 道 路 修 复 工 作 列 入
睛疼、头晕的症状，因此经常请假看病，后来就
2019 年援建项目计划当中，等到施工条件满
只能辍学在家。2018 年初，他们在第一次入
足后抓紧修复。会后，张磊和扎西书记确认了
户调查中发现了会说普通话的格日措。
“ 我想
一下结对帮扶认亲活动的时间和人员名单。
读书，可我眼睛不好。”格日措忽闪着大眼睛对
黄河公司负责羊旗村 3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我们说，眼神里满是期待，看得让人心疼。他
结对帮扶认亲工作，每个季度由公司机关 24
们迅速将这一情况向公司反映，公司领导相当
名干部按照《黄河公司精准脱贫攻坚行动结对
重视，要求扶贫办公室联系西宁市相关医疗机
帮扶工作方案》分三批进行结对帮扶认亲，保
构，最终确定在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格日措
证每个月都会有公司人员进行结对帮扶认亲，
开展全面治疗，医疗费用全部由黄河公司扶贫
这对实时有效的了解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脱贫
募集资金垫付。经过系统治疗，格日措已渐渐
状态有很积极的作用。通过结对帮扶活动，拉
康复，并于 2018 年 3 月返校就读，看着格日措
近了公司干部职工和牧民之间的距离，让公司
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顿时觉得他做了一
员工能够真正了解当地牧民的生活状况，无形
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回到党员活动室，张磊让
当中也为他们的扶贫工作做了内部宣传。
扎西书记召集村“两委”成员，一起核计一下今
待所有的事安排完，时间已经快到下午两
年的帮扶项目。2018 年 8 月份，由黄河公司援
点了，两点半还要去镇上开扶贫工作推进会，
建的清洁能源党员综合活动室在羊旗村建成， 可午饭还没吃呢，张磊赶忙跑到党员活动室的
党员活动室的建成改善了羊旗村党建工作的
小厨房煮了一包方便面。说起这个小厨房，这
环境。通过与县委组织部积极沟通，计划将羊
还是公司专门为扶贫工作队设置的，油盐酱
旗村党员活动室打造成青南地区党建示范点， 醋、锅碗瓢盆，样样都置办得很齐全。公司为
以此推进羊旗村以及周边各村、各乡镇的党建
了加强对第一书记和扶贫（驻村）干部的激励
工作水平，使党员干部能够更好的发挥示范带
和关怀，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还专门制定了
头作用，从而形成上行下效、整体联动的总体 《驻村第一书记及工作队成员关爱激励的十条
效应，促使党建扶贫宣传工作向基层延伸，在
措施》，这让奔赴在扶贫一线的队员们心里都
基层形成“大扶贫”氛围，引导村干部增强对政
暖洋洋的。从事扶贫工作快两年了，回头想想
策的敏锐性，既抓好已出台政策的落地，又要
这一路走来，有艰辛、有困难、有犹豫，也有彷
对各项新的扶贫政策，及时跟进、加强对接、深
徨。每次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想起乡亲们一
入研究、随机应变，扩大扶贫综合效应。
双双期盼的眼神，想到因为自己的努力可能让
人员到齐后，扎西书记首先给大家通报了
大家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张磊便有了坚持下去
畜牧合作社产畜情况和异地搬迁入住情况，并
的信心。
希望大家继续做好牧民入住定居点的劝说工
作。村主任达科说起了去年 10 月份由于地下
水渗漏造成入村道路中断的事情，说村民很关
心这件事。张磊给大家做了解释，那段入村道
路中断后扶贫工作队成员到镇上和县上相关
黄南州扶贫开发局 宣
部门反映，了解到县交通局之前已经计划了羊

第一书记风采

“祖国啊！我想对您说……”主题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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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新时代青海公路养护人
☆ 文 / 冶慧兰
青海公路养护历史，是一部与党共进
步的奋斗史，是一部与祖国共发展的光荣
史，是一部代代接力的传承史。青海公路
养护人，是一个光荣而神圣的称谓，在肩负
使命、接续努力中，养好公路的理想信念愈
加坚定，公路养护事业的壮美画卷愈加光
彩照人。
回顾中国共产党 98 年波澜壮阔的历
史进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历史，领导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
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飞
跃。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
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
衰落到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命运转折。开
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回望祖国 70 年风雨激荡的光辉历史，
中华民族浴火重生；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走

向社会主义，开创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
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
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即将全面小康的历史
性跨越；凝聚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迈上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新征程。
翻开青海公路养护的历史画卷，一代
一代公路养护人在地处世界第三极的雪域
高原上战严寒、斗冰雪，挑战荒漠戈壁、暴
风狂沙。从昆仑山下到湟水岸边，从瀚海
大漠到大山深处，都颂唱着他们坚守初心
的故事，矗立着他们建设家乡的丰碑，镌刻
着他们养护公路的忠诚。
历史，往往需要经过岁月的风雨才能
看得更清楚。回首往事，我们更加清晰地
感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
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中华
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心中的灯塔、自信的源
头，照亮我们前进的步伐、赋予我们无穷的

力量；光荣的新时代青海公路养护人，赶上
了中国百年来，
国运蒸腾日上的时代。
七月的祖国，山山水水、草青木秀，城
城乡乡、丽日艳阳。
七月的青海，蓝天白云、雄鹰翱翔，草
原花海、交相辉映。
光荣的新时代青海公路养护人，在雪
域高原团结奋斗，
在世界屋脊一路高歌。
清晨，我们是一支支激情灵动的画笔，
用深深浅浅的脚印，描绘着青海现代公路
建设的壮美画卷。
夜晚，我们是一团团炽热的桔红色焰
火，在泥泞边沟狭窄桥涵，温暖照亮一条又
一条青藏
“天路”。
我们无惧空气稀薄、雨雪无常的气候
条件，我们不怕高寒缺氧、滴水成冰的恶劣
环境，我们接受山川险峻、起伏蜿蜒的工作
地点，因为老一辈青海公路养护者，用写进
生命的感动，给予了我们灵魂的洗涤、前行
的动力。

我们一年又一年披星戴月、劈风斩雪，
我们一次又一次铲雪挖冰、清泥除塌，我们
愿用一生牺牲奉献、以路为家，因为我们是
光荣的新时代青海公路养护人。
我们想对一个又一个为公路养护事业
奉献青春和热血的英雄前辈说，你们信仰
的理想正在实现，你们开创的事业正在继
续，你们书写的历史必将由我们继续书写
下去。
新时代青海公路养护人，让我们栉风
沐雨、斩棘拓荒，乘着公路养护的航船，朝
着光辉彼岸，
继续破浪前进！
新时代青海公路养护人，让我们团结
起来、追梦圆梦，以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的姿态，
闯出狭小水域汇入大海汪洋！
新时代青海公路养护人，让我们手拉
手、肩并肩，用共同信念凝聚共同意志，用
养护精神激发养护力量，共同创造青海公
路养护伟业！
（作者系黄南公路段职工）

本报地址：黄南州同仁县隆务镇德合隆 50 号 电话：
0973-8728861 网址：
0973-8721855 印刷：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
0971-8454212
http://hnb.hnz.gov.cn 报纸投递投诉电话：
邮政编码：811399 药监举报：8729377 法律援助中心：12348 纪检举报：8722036 市场监督：
12331 劳动维权举报：
8724110 州电力报修：8724159 州公房中心举报：8722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