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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描

□牛朝霞 陈鹏飞

清晨 6点多钟，偃师市大口镇西寨
村的李龙超便来到了他的蓝孔雀养殖
园，清理粪便，准备饲料，喂食添水……
3年多来，这是他每天重复做的事情。

这位 90后农村小伙儿，2014年从
部队退伍回乡后，曾在一家企业打工，
虽然有着不错的收入，但生性好强的他
总觉得生活缺少了点儿什么。于是，凭
着军人坚毅的性格，他毅然决定自主创
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龙超发现蓝孔
雀养殖十分红火，利润可观，觉得这是
一个不错的商机。2015年春，他从外省
购买来 300多只蓝孔雀幼苗，开始撸起
袖子加油干。

“孔雀是吉祥的象征，人工养殖孔
雀是新型养殖业，很有发展前景。”李
龙超介绍说，由于孔雀是比较名贵的
禽类，饲养起来远比饲养鸡、鸭、鹅的
难度大得多，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

然而在周边，李龙超找不到同行，也没
有拜师学艺的机会，只能靠自己通过
网络和书本学习饲养孔雀的技术，慢
慢摸索经验。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养殖
初期，李龙超养的孔雀感染了一种传染
病，陆续死了 30多只。他跑遍了偃师、
洛阳一些有名气的兽医站，却始终找不
到解决办法，把他愁得一连几天吃不下
饭。家人劝他把剩余的孔雀抓紧卖掉，
减少损失，但他不甘心就此放弃。“即便
创业过程再艰难，我也要坚持到底！”

在和朋友的聊天中，李龙超得知本
村一位姑娘大学毕业后，留在郑州从事
兽药研发工作。第二天天不明，李龙超
就驱车带上病孔雀赶到郑州求助。经
过化验，确诊了孔雀得的是一种肠胃疾
病，只需要几元钱的药物，就能让他头
疼不已的问题得到解决……

知之非难，行之不易。李龙超每天
清晨 6点多就起床，夜深人静才回家休
息，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呵护着

他的每一只孔雀。在养殖过程中，他发
现成年孔雀每年都要脱一次羽毛，头脑
灵活的他立马萌生了将羽毛加工成工
艺品出售的想法。“这么好看的羽毛扔
掉多可惜啊！要是能加工成工艺品在
网上销售，那不又是一笔财富？”说干就
干，李龙超和家人一起，将羽毛做成孔
雀扇等工艺品，很快就在网上销售一
空，当年就有了不错的收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
李龙超逐渐掌握了一套完整的蓝孔雀
饲养方法。2017年，他进一步扩大养殖
规模，建设了占地 10亩，集喂养、繁殖、
工艺品加工于一体的孔雀养殖园，存栏
蓝孔雀2600余只。

“个人富不算富，一起富才是富。
我是一名党员，有义务有责任带动周边
村民一起致富。”李龙超说，他正在酝酿
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以“公司+农户”
的经营模式，为周边村民提供孔雀种苗
和养殖技术，带动更多的人和他一起致
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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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成河家的六辆车

百岁老人爱洗脚

参加工作 22年，他攻克技术难题 500多项，

完成 200多项技术革新，获得国家专利96项；37

岁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是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技术能手、河南省技术创新能手……

长
寿
密
码

□屈效东

我的家在宁陵县阳驿乡。前不久，俺
村村民屈成河家又出了桩喜事儿：他花10
多万元给他刚拿到机动车驾照的儿子买了
辆红色的小轿车。

车开到村里头，老少爷们儿都跑过去
看稀罕。屈成河兴高采烈地围着这车转
着，得意地对人们说：“俺家车棚里的车现
在可真不少啊！加上这辆小轿车，俺已是
六辆车的车主了！”

屈成河家买的第一辆车，是在俺村实
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那一年。那年，他和
他哥合伙买了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在
屈成河家的车棚里，他指着这辆车说，别看
俺这辆车破，当年它可没少给咱出力气。
早些年俺哥俩靠它犁田、耙地，靠它带动水
泵浇地，牵引脱粒机打粮，还帮俺拉货、运
砖，挣了不少钱哩！后来，俺哥买了辆新的
小四轮，这辆手扶拖拉机才算全归了俺。

屈成河家买的第二辆车是一辆机动
三轮车。那年，他为了增产增收，在乡农技
推广站的支持下，在他家责任田里建起了
蔬菜大棚，种上了反季节番茄，第一年就取
得了丰厚回报。于是，他就买了这辆机动
三轮车，用它把摘下来的新鲜番茄拉到城
里的市场卖，也用它往大田里拉粪、往家里
运庄稼。他说，这辆车很实用，开着也得劲
儿。

车棚里的那辆电动三轮车，是屈成河
家买的第三辆车。那是在10多年前刚时
兴电动车时，老两口跑到县城里买的。平
时，老两口开着它下田，把在地里拔的草拉
回来喂猪喂羊。遇到庄稼地里有虫害时，
屈成河就在他的电动三轮车上放几桶水、
农药和喷雾器，开着去给农作物打药，比机

动车轻便，还省油钱！
前几年，屈成河家又买了一辆两轮电

动摩托车。屈成河说：“咱现在的生活条件
好了，去乡镇、进县城，走亲戚，串朋友，用
它代步看着有档次！”

现在，屈成河家又买了小轿车。他又
不会开，要这车弄啥哩？屈成河说，这是让
儿子开着去接在外面上学的孙儿孙女哩！
不能让学生受风寒之苦。屈成河还说，以
后逢节假日儿子不忙的时候，他就要让儿
子开着这车，带着一家人去外面观光旅游
哩！

其实在俺们村，买小轿车的并不只屈
成河一家。听着屈成河的话，抚摸着他家
的这辆小轿车，大伙儿都说这都是改革开
放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和好处，这搁以前，农
民能坐上小轿车这事儿连想都不敢想。

数了数屈成河家车棚里的车，有些
奇怪了：咦，包括院外的小轿车在内，他
家明明只有五辆车，还有一辆车在哪儿
呢？

听着这样的发问，屈成河把几个乡亲
领进了他家前两年才盖的两层小楼里，笑
着指了指放在一楼楼梯间的一辆木制独轮
车。

看着这辆车，我心里更诧异了，开口
就问：“这么一辆破车，你咋还让它住上
楼房了啊？”

笑呵呵的屈成河忽然郑重地点了点
头说：“你可别小看了这辆车，这是当年
俺爷爷支援解放军打淮海战役时，冒着
枪林弹雨往前线送军粮和弹药的车！老
人家临终时，再三嘱咐要保存好这辆
车。没有它，没有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现
在咱老百姓哪会有这么好的日子过！俺
家现在哪会有小轿车啊！”8

□陈健

夕阳透过婆娑的树影，斑斑点点洒落
下来。在正阳县彭桥乡彭桥村一个农家
小院里，一位耄耋老汉正蹲在那里给满头
银发的期颐老妪洗脚。“她是俺娘，说脚有
点痒，俺给她洗洗。”

老汉叫沈中友，今年 82岁。他的母
亲赵兰英，今年106岁。

伛偻的身子、干枯的双手、皱纹深深
的脸庞……岁月的沧桑，在这位百岁老妪
身上打下烙印。

沈中友说，他母亲一生吃过不少苦。
在他 8 个月大时，父亲患病离世。由于
穷，母亲就背着襁褓中的他一路乞讨从汝
南来到正阳，改嫁后又生下一个女儿。然
而他的妹妹不到 8 岁时，继父又撒手人
寰。“俺母亲从来没抱怨过啥，拉扯着俺和
妹子，家里家外忙个不停。”

因为家境贫寒，沈中友一生未娶。妹
子出嫁后，就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赵兰
英老人百岁之前，家里的大小事务基本上
还都是她操持着。“俺母亲脾气好，不论做
啥事儿都不急不躁。”沈中友说，他母亲除
了耳朵近几年有些聋外，眼睛一点儿也不
花。去年 6月生了一场病后，走路腿脚才
不是那么灵便了，经常会一个人呆坐在院
子里盯着门外出神儿，话渐渐也少了。不
过，他母亲是一个爱热闹的人，特别是年
纪大了以后，更喜欢到街上走走看看了。
98岁时，还经常步行到两公里外的集市上

赶集，不买东西，就是去闲逛。
赵兰英老人过了百岁后，还经常想到

外面走走。沈中友怕她有个磕磕碰碰，就
用三轮车拉着她，隔三岔五往附近的集市
上去。每到这时，赵兰英老人就显得格外
开心，人一坐上三轮车，话就几乎没停
过。有时候，沈中友不想听她絮叨，她就
自言自语说个没完没了。“俺娘年轻时就
特别喜欢热闹，干一天的活很累，她也会
到邻居家串门、聊天，在家坐不住。”

“老人 80多岁时还能爬树呢！”一个
邻居说，他们家门口有几棵梨树，每到梨
子成熟的季节，老人就会自己爬到树上摘
梨吃。

赵兰英老人还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爱洗脚。无论每天多忙多累，每天晚上她
都要洗脚。夏天用凉水，冬天用温水。“有
时候她一天还要洗两次，不洗她就说脚痒
得难受。”沈中友说，以前他母亲都是自己
洗，这几年腿脚不灵便了，洗脚的事儿才
落在了他身上。

赵英兰老人百岁那年，他家被乡里评
定为“五保户”。有低保，还有长寿金，逢
年过节有人看望，一些爱心人士也经常找
上门来慰问。母子俩挺知足。“俺现在天
天给俺娘洗脚、做饭，端着碗多喂她吃一
些。”说这话时，沈中友脸上洋溢着幸福。

106 岁的赵英兰老人已经不怎么说
话了，但在沈中友给她洗脚的过程中，她
那双浑浊的眼却一直盯着儿子，一刻也不
离开。8

“我喜欢捣鼓。”卢建强说，因为“捣鼓”，他由一名普通的采
油工成长为“金牌工人”。

面对所取得的成就，卢建强说：“搞发明创造，仅凭热情远远
不够，还必须不断学习，提升自己。”在中原油田，采油设备经常
升级换代，为了及时掌握各种新知识，卢建强多次到机械制造厂
找专家，不厌其烦地请教。每次外出，他总会挤时间到电子市场
开眼界。为了掌握更多设计原理，家里的电器几乎都成了他的
拆解对象。“爱人总说我在家就是搞破坏，但我的技术水平也正
是在这拆装中得到提升的。”

2006年，中原油田从国外引进了一组先进压缩机。由于关
键技术属于企业机密，要确保这套机组安全高效运行，常常需要
厂家专业技术员现场指导操作，使用者亦步亦趋，不敢提任何异
议。然而，卢建强却在实践中研制和改进了气阀、密封件等 18
项配件，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使一些耗件实现了国产化，成本
降低了35%到50%，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卢建强的名气越来越大，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他用技术创
新为祖国献石油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

在卢建强家的书柜上，除了各种技术书籍，还有很多奖状
和奖品。而这些奖品，几乎都是他父亲获得的。“经常看看这些
东西，我会时刻想着‘铁人精神’。这是一种传承，我得把它发
扬光大！”卢建强说，这些年，他仅专业技术笔记就记下了 120
多万字……

虽然卢建强当年只是一个石油技校的毕业生，他却通过坚
持不懈地学习，先后取得采油工、注水泵工、采油地质工、水质化
验工等5个工种的职业资格证书，以及西安石油大学、北京石油
大学两个本科学历……

“活到老学到老，创新到老，其乐无穷！”1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唐凯 冯艳红

濮阳市郊田野，中原油田采油四厂53号油水站里，43岁的
卢建强正在察看水泵的运转情况。2公里外的办公区，他有一
个“创新工作室”。3个多月前，他带着几个徒弟来到了这里。

修 炼

“我是听着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和铁人王进喜的故事长大
的。”卢建强说。他出生在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玉门油田，父
亲是一位石油工人。上世纪70年代末，中原油田大会战，他的父
亲从玉门来到濮阳，成了中原油田第一代采油高级技师。

不到20岁，走出石油技校的卢建强，成为一名中原油田水泵
工。父亲送给他一句话：“干啥得懂啥，你得听懂设备在说啥！”耳
畔成排的加压水泵嗡嗡作响，他怎能听懂它们说啥？他问领班的
师傅：“听懂设备说话，可能吗？”师傅说：“等你快退休了，大概就能
听懂了。”卢建强想早点听懂：我不能等到退休！

正常运转的水泵仪表上，数字稳定。但卢建强却像着了魔，常
常站在设备旁专注地倾听，再围着设备慢慢地转着圈儿。凝神静
听久了，他听出了门道：水泵每时发出的声音不一样啊！声音有
变，仪表上的数字也不一样。摸索着拆解马达，悉心研究，他开始
明白：不一样的声音——哪怕比常态运转高、低几分贝的声响，就
意味着某个零部件出毛病了。

随后的日子，卢建强只要听说维修队维修机械，便跑去看；听
说安装队要安装新机械，也要跑去看……为了听懂各种设备的声
音，卢建强抢活干——凡是设备维修，现场一定少不了他。渐渐
地，卢建强有了“顺风耳”：听到水泵发出杂音，立马就能判断出问
题所在。

与设备对话，不仅要有顺风耳，还要有千里眼。如果注水泵的
机油里有铜末，说明泵里的零件磨损厉害；出现钢末，则是轴瓦或
滑套拉伤，需要立即维修……

后来，只要围着设备转上一圈，看看，听听，他便能准确判断出
故障点。凭着这样的本领，他征服了一套又一套设备，成功排除了
各种各样的故障，被工友们亲切地称为“技术110”和“设备120”。

发 明

“俺师傅还是‘万能修’和‘拆装王’哩！”卢建强的徒弟李云
岗说。

卢建强目前带着11个徒弟，他们清一色是主任级技师。在
跟卢建强的同时，他们还都带着各自的徒弟。

2004年 5月，一名工人为观察注水泵温度的变化，在野外
的泵房里整整守了一夜。卢建强陷入沉思：为什么不能研制一
种泵温自动报警装置呢？那些日子，卢建强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儿。有一天他回家时，哥哥正在用可以控温的药锅熬中药。灵
光一现，他想起多年前父亲曾买回一个孵小鸡的恒温机器，与中
药锅的原理一致。既然这两种器具原理一致，那么泵温自动报
警装置也可以运用这个原理！

想着容易做着难。卢建强不记得试验了多少次，也不知道
多少次后背被汗水湿透，只记得试验成功时，他兴奋得蹦了起
来。这个“柱塞泵温控制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被采油四厂应用
后，当年就节约成本 30多万元。直到现在，这项技术仍应用在
中原油田各油水站的数千台水泵上。

“我常想，一个有主人翁意识的工人，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
也应该能发明创造，让工作越来越轻松，让创造的效益越来越
多。”卢建强说，在之后10多年时间里，他的发明获得了96项国
家专利，其中有 40余项成果被中原油田推广应用，累计创造经
济效益超过亿元。

进 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