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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李青文

“疫情退去，我要睡上三天三夜！”1月 20日，安阳
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民警连海庆艰难地睁着布满血丝的
双眼，嗓音沙哑地说。作为支队第二支驰援汤阴县的
抗击疫情小分队，多天来他和 6名战友每天的睡眠时
间，满打满算也就4个小时。

元旦欢愉尚未退去，新冠疫情突然来袭。人民生
命安全和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疫情形势异常严峻。脱
下藏蓝警服，转身已是“大白”。疫情又起，曾被公安部
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的犯罪侦查支
队，再次义无反顾成为抗击疫情的主力军。

支队疫情指挥部紧急调集两支小分队13名民警，
火速驰援疫情重灾区汤阴，迅速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工
作。“早一秒钟锁定一名密接人员，就能阻止传染一
片。”第二小分队队长连海庆说，“要努力跑在病毒前
面，为疫情防控指挥部科学决策指挥提供精准数据资
料。”

收集汇总疫情数据任务繁杂，容不得丝毫差错。
一天三上报、特殊情况随时报、随时问随时报。连日
来，小分队吃方便面，和衣而睡，通宵达旦，形成了 30
余份数据资料报告，精准、及时、零差错。

“太困了，真想好好睡一觉！”是第一小分队6名民
警常说的一句话。自从1月 5日投入到汤阴疫情防控
战场，他们每天都要不厌其烦地打超过50个电话，一遍
一遍地详细询问排查密接人员超300名、次密接人员超
700名。

他们只是一群平凡的人，却有一身铮铮铁骨，诠释
着对党忠诚、让人民满意的警察本色。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灭新冠誓不还。”一个月前刚
退休的二级高级警长、副政委郭日明，这次应召投身到
滑县、汤阴两地抗击疫情，至今仍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

支队二楼指挥部，灯光彻夜长明。办公室主任王
国庆，患有严重腰椎间盘突出，他和民警刘永亮、张磊
等人，连续两夜三天坚持在指挥部，联合市防控指挥
部，组织、指挥、协调抗疫工作，困得坚持不住了，就躺
在凳子上略作休息。

民警朱家论只能抽时间打电话，问候一下瘫痪在
床的父亲；连海庆也是只能在心里挂念前不久做过心
脏搭桥手术的母亲……民警们正在用自己的艰辛与坚
韧，唤醒这座城市的繁华。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李中华 王博

1月 17日 0时，春运开始。1月 20日，春运的第 4
天，早上 7时许，在郑焦城际铁路黄河大桥上，12名身
穿黄马甲的桥梁工已经在紧张忙碌地进行巡检作业。

郑焦城际铁路黄河大桥是黄河上唯一四线铁路特
大型桥梁，郑焦城际线部分全长 9.63公里，京广普速
线部分全长11.28公里，承担着郑太高铁（含郑焦城际
铁路）和京广铁路跨越黄河的重任。

乘坐列车回家的人们，在温暖的车厢里奔赴目的
地，感受着铁路的舒适和便捷；而在车厢外，有这么一
群人，他们每天冒着刺骨的寒风，在保障着列车的安全
运行。

这些桥梁工，隶属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郑州桥工段黄河桥梁车间养修工区，他们担负着日
常养护大桥的责任。除了郑焦城际铁路黄河大桥，该
车间还养护着京广、陇海两大干线 46公里线路、郑州
铁路枢纽16条环线范围内的377座桥涵。

“风大，注意安全！”河面风大，桥面上风更大，工长
李小林时刻提醒大伙儿。身为领头人，安全是萦绕在
他心头最重要的事。每天和工友们一起在桥上敲敲打
打，人行道板破损了更换，护栏托架久了更换，护栏被
腐蚀了刷漆，甚至连一个螺丝钉松动了也要及时更换
维修。大家自嘲是“全活儿”，如果干家装，都不用找装
修队了。

李小林今年 44岁，每天都要围着这座桥转，走一
个来回就是十几公里，这成了他的“标配”。有过当兵
经历，加之父亲曾是黄河铁路大桥的养桥人，李小林特
别能吃苦。22年铁路养护工作的历练，只有中专文化
程度的他已经成为业务能手。

“嘶……”吸了口气的李小林，将手臂从护栏外缩
了回来，缓缓伸直了身体。他患有严重腰椎间盘突出，
别人吃止痛药能缓解 12个小时，他只能缓解 1小时，
无奈做了手术，医生告诫他要多休息，但是他干起活
来，根本顾不了恁多。

寒冬腊月，大桥上刮的风，打在脸上生疼。李小林
说：“这都不算啥，早习惯了，而且一干起活儿来，身上
就发热了！”

在作业中，每当驶过列车，正在工作的工人们都要
面对列车站好迎接列车的经过，列车高速从身边驶过
时带起来的风，瞬间几乎能把一个成年人刮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工作，需要特别注意安全，稍不留
神就有可能被刮下桥去。李小林说，以前就有工友
在施工时不慎被刮到黄河里，幸好被附近的船只救
了上来，才幸免于难。

9时许，作业完毕，李小林带领大家列队缓缓走出
桥梁。两个小时的作业，他们发现整治了两处病害，保
障了大桥状态良好。7

技能点亮人生 行动温暖新春

用坚韧唤醒城市繁华

保春运安全的“大桥人”

身穿黄马甲的桥梁工在测量线路边距。7 李中华 摄

编者按：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是一项战

略工程、民生工程。

去年10月 15日，全省高质量推进“人

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动员部署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安排部署“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工作，吹响了河南推动人口红利向人

才红利转变的集结号。

过去一年，随着“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

设的扎实推进，全省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399.27万人次。今年伊始，全省人社系统

也制定了全年工作目标：完成各类职业技能

培训300万人次，新培养高技能人才80万

人，新增技能人才240万人。

在这个人人可以出彩的时代，持证动

力在人们心中澎湃，技能学习也在全省不

断涌现。值此新春佳节，让我们一起听一

听这些技能学习践行者的故事和心声，希

望更多的人用技能点亮人生，用行动温暖

新春。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刘飞

1 月 25 日，农历腊月二十
三。商水县邓城镇牛张庄村一
个农家小院里，36岁的李东峰和
68岁的父亲李军良，坐在饭桌旁
进行年终盘点，二人通过晒收
入，比技能，论输赢。

李东峰的 8亩地，种的是猕
猴桃，2021年第一年挂果，虽然
亩产只有 1000 斤，但由于种的
是名优特新品种，每斤的价格都
能卖到 10 元以上，除去各项投
资，亩均收入 6000 多元。父亲
李军良的 2亩地，收完小麦种玉
米，夏秋两季平均亩产都是1200
斤，除去各项投资，亩均收入才
1200元。

算账对比，李东峰的种地收
入高出父亲一大截儿。李军良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我这个
种田‘老把式’，确实落伍了！”

2019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
却是另一番场景。父子俩坐在
饭桌旁，互不相让。“在外地干装

修，一年收入四五万元，现在幻想回家种猕猴桃致
富，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父亲怒气冲冲地说。

“家里有地，有孩子，你和母亲年龄也都大
了。再说，我考察过市场，也钻研过猕猴桃种植
技术，我有信心种植成功。”李东峰分辩道。

“哪能恁容易！种果树投资大、周期长、有风
险，哪有外出挣钱稳当？”李军良沉默片刻，劝说
道。

“要不，咱打赌，两年之内看谁种地收入高，
要输了，我心甘情愿外出务工！”李东峰说话斩钉
截铁。

儿子铁了心，李军良也不服：“赌就赌！咱家
一共10亩地，我种 2亩，你种 8亩，到年底咱算收
入账！”

自己的这 8亩地，李东峰从外地买来猕猴桃
砧木和接穗，按照在县职业技术学校培训的方法
进行嫁接，先后嫁接了翠香、瑞玉、阳光金果、金
实一号等2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的口感，他都了
然于心。

冬春季节，李东峰把邻村养羊场、养牛场的
粪变废为宝，通过发酵转化为有机肥，喷施到果
园里。“要想果品好，就得重用农家肥、有机肥，少
用化肥、补充生物菌肥。”讲起种植诀窍，李东峰
有说不完的话。

到了夏季，果园长草了，李军良赶紧拿起锄
头去除草。李东峰连忙阻止：“果园里长草，不仅
能保持土壤结构稳定，防止水土流失，还利于蚯
蚓繁殖呢！”李军良听完，气得直跳脚：“种了几十
年地，还没听说地里长草有好处哩！”

第一年，父亲的 2亩地，小麦和玉米大丰收，
除去投资，亩均收入 1300元。而李东锋种的猕
猴桃，才抽枝吐叶，刚长成苗木。饭桌上，父亲得
意地呷了一口小酒，拍了拍李东锋的肩膀：“儿
子，你可要加把劲呀！”

2021年，李东峰种的猕猴桃挂果了。到了收
获季节，由于采取了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猕
猴桃不仅果肉鲜亮，晶莹剔透，而且口感软嫩，香
甜可口。更让人称奇的是，果肉的颜色啥样都
有，红心的、黄心的、绿心的……

销售上，李东锋主要通过淘宝店、抖音等直播
渠道销售。一边网上销售，李东峰还一边参加了市
县两级举办的品牌培训课程、名优产品展销会、推
介会等活动。猕猴桃很快销售一空。

“2022年，果园进入盛果期，每亩地收入2万
元没问题！”李东峰自信地对父亲说。

父亲李军良面露羞赧，诚恳认输：“儿子，你
赢了，我得向你学习！”

眼下马上春节，李东峰却没有闲着，他每天
坚持上网向全国各地的猕猴桃种植专家取经学
习。“种猕猴桃学问大着哩，只有紧跟时代的步
伐，才不会掉队！”李东峰乐呵呵地说。7

□本报记者 王向前

今年，是家在平顶山市郊区的李阳
阳在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的第 15个
年头，也是他进入胡中辉技能大师工作
室工作的第5个年头。

看工作年限，李阳阳也算得上是一
名老员工了，可“90后”的他毫不疲倦，在
眼前的春节假期一点也不松懈，不但要
在工作岗位上坚守到除夕夜，还计划大
年初四就上班，加班加点赶订单。“身为
一名一线操作工，岗位就是职责所在。
只要机器不停，人就必须在岗，这是个人
成长的必由之路。”李阳阳说。

这是这名一线技能工人的职业追
求。从平顶山技师学院数控专业毕业

后，他进入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本
就勤奋好学，想依托技术来改变命运的
他，又遇到平高集团的首席工匠胡中辉，
和胡中辉工作在一起。

“85后”的胡中辉，从基层岗位干起，
29岁就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评
河南省首批中原大工匠，30岁那年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受到身边榜样胡中辉的成长激励，
李阳阳一头扎进技术的海洋，不知疲倦
地学习新技能、研究行业新动向，一有机
会就向胡中辉请教。胡中辉也被李阳阳
的钻研劲头打动，收李阳阳为学徒，使李
阳阳成为平高集团有限公司胡中辉技能
大师工作室的成员。

李阳阳说，在师傅的严厉指导下，他在

岗位上进步很快，获得了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章、河南省技术能手、河南省技术标兵等一
系列荣誉。更重要的是，通过跟着师傅不断
学习和参加各种比赛，他的眼界得以开阔，
为工作中的技术革新提供了极大帮助。

回望这些年走过的路，李阳阳觉得
最值得总结的是“学习”两字。“一个人选
择了技能这条路，就得肯吃苦、下笨功夫
随时去充电学习，这样才能为单位、为个
人争取到荣誉，实现人生价值，实现技能
报国的梦想。”

“我希望能像师傅那样不断攀登技
能高峰，在技术岗位上做出一番成就。
春节虽然来了，我会合理安排时间，适当
调整自己，然后以最好状态投入新一年
的工作中。”李阳阳说。7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张一婕

“这是件克莱因蓝的卫衣，上面有一
个黑白的小标签……”1月 26日，一位怀
孕的女子正举着衣服向直播间的网友介
绍，镜头外一名男子轻声提醒着介绍
词。这对正在直播的年轻小夫妻叫邱冬
青、孔小敏。从开始电商培训到现在，短
短4个月时间，这对年轻人完成了从电商
小白到直播带货达人的华丽转变。

邱冬青是鹿邑县穆店乡的一名退伍
兵，24 岁的他年轻又有抱负，立志要在
家乡做出一番事业。在选择创业方向
的时候，他认识了河南省果然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鹿邑县农产品电商
致富带头人王彤，成了鹿邑县的电商培

训班里最努力的学员，并就此开启了电
商之路。

真诚朴实的形象、培训课上学到的
技能，加之互联网平台的传播效应，让邱
冬青夫妻的粉丝数量持续增长，如今他
们每日净收入达300—500元。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都不知道从哪
儿下手，王彤老师很系统地给我讲解，后
面遇到什么问题就去向她求教。”邱冬青
说，为了不耽误王彤工作，他们夫妻二人
都是在下班后过去学习，有时甚至学习
到深夜。

其实，做电商不是开个直播介绍商品
这么简单，还要解决货源、快递、客服、电
子面单等诸多棘手问题。而这小两口克
服困难的秘诀就是两个字——“坚持”。

“我们每天上午 10 点准时直播，不
定时进行达人带货，我妻子挺着大肚子
快生孩子了还一直坚持直播。运行中也
不断有问题出现，但我们从没想过要放
弃，一直在努力想办法解决。”邱冬青说，
鹿邑的电商培训已经办了 100多场，身
边已有许多成功的案例，这让他下定决
心沿着这条道路坚持走下去。

“做电商后既能卖货赚钱，还可以在
家乡照顾家人。”邱冬青笑着告诉记者，
电商收入现在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
源，他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下一步，我打算寻找能够带领村里
留守老人一起致富的轻手工项目，让更多
人搭上电商的致富快车，都能过上好日
子。”邱冬青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7

走进家政服务行业，对我来说是一个
偶然。2013年，我认识的一个家政公司
的于老师接了一个急单。一位客户需要
一个厨艺精湛的钟点工，时间紧急，一时
间没有好的人选。通过交谈，我得知钟点
工的工资比我当时所做的工作高出不少，
加上我做饭的手艺经常得到家人和亲戚
的赞赏，于是，我便毛遂自荐揽下了这个
差事。

也许是我运气好吧，我遇到的第一
个客户人非常好，没有架子，对我也很尊
重。他们对我的厨艺非常满意，我们相
处得也很融洽。后来，女客户生孩子，找
好的月嫂干了十几天因为家中有急事提
前离职了，女客户便提议让我顶上。我

在这个客户那里一干就是三年，直到对
方一家移民，我才下户。

随后，为了进一步提升技能，增强就
业本领，我抽时间参加月嫂培训，考取了
月嫂资格证。

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我最大的体
会是，想干好家政活儿，一定要先过技能
关。例如，做饭得好吃，有诸多拿手菜；
手脚要麻利，动手能力强；有眼力见儿，
服务意识强，能以耐心与真诚赢得客户
的信任与认可。

从事这一行久了，我对家政这一行
业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随着社
会的发展，人们对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
越来越大，行业发展前景肯定越来越

好。结合我的工作经验，我萌生了开一
家家政公司自己创业的想法。

说干就干，找房子，签合同，办营业执
照，我的家政公司开张了。保姆、育婴师、
护工、月嫂、钟点工、保洁、管家等，都是我
的营业范围。多年的工作经历使我认识
了不少相关从业人员，经过几十天的努
力，我的工作群里很快就有了近二百人。

家政行业有其特殊性，要做好客户
与家政阿姨的对接，必须有一套完善的
流程和标准，要以“技高一筹”赢得客
户。接下来我打算做好工人的培训工
作，建立一套专业化的流程和服务标准，
为客户做好后勤保障。7
（丁久凤 口述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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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高一筹”干家政

电商小白逆袭记

技能报国不是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