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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青俊文/图

6月25日晚8：30，在广州市增城

区一小区，姜飞洋吃过晚饭，架好手机，

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他的挖掘机维修技

术直播课。

今年33岁的姜飞洋是太康县逊母

口镇姜庄村村民，目前在广州市增城区

一家挖掘机泵阀检测维修厂务工。开

挖掘机维修技术直播课，至今他已坚持

了6年，培训出1000名左右挖掘机维

修技术人员，通过办企业、进厂务工等

方式走上了致富路。

姜飞洋14岁就到浙江温州务工，

在当地一家挖掘机维修厂当了一名

学徒工。姜飞洋十分珍惜这次来之

不易的学习机会，吃苦耐劳，每天都

是第一个来上班，最后一个离开修理

厂，回家后再拿起书本钻研学习。由

于勤奋好学，深得维修厂老板的赏

识。

经过5年的刻苦学习，姜飞洋最终

熟练掌握了一手挖掘机维修技术。学

成后，姜飞洋成为修理厂的技术骨干，

月工资拿到了1万多元。

2012年，姜飞洋在浙江温州平阳

加入红衣义工社志愿服务队，成为一名

志愿者。从此，他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给敬老院老人送米送面送衣物，资助贫

困山区孩子上学。他还与当地10名贫

困人员结成帮扶对子，教他们学习挖掘

机修理技术，让他们靠挖掘机维修技术

脱贫致富。

“今后，我要把技术传授给更多人，让大家共同脱贫

致富。”看到自身价值得到体现，姜飞洋心里充满了自豪

感，“只要有人愿意学，我就毫不保留地免费教。”

几年前，姜飞洋在太康县逊母口镇也成立了一支心连

心雷锋志愿者服务队，捐资助学、关心关爱特困老人，几年

来，服务队做公益上千次，为社会捐款捐物200多万元。

2016年，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姜飞洋把挖掘机维修

技术传授从线下搬到了线上。白天工作，晚上给喜爱挖

掘机维修的网友讲解挖掘机维修技术。一天两个小时，

授课时间随着季节不同进行调整，直播地点也不受空间

和地域的限制，“家里、打工车间和租房处都能开直播。”

姜飞洋说。

为讲好每一节直播课，姜飞洋积极备课，还不断自费

到各商学院学习，总结挖掘机各种故障诊断思路、挖掘机

部件功能等，然后编写成教材，再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

讲给全国各地的网友。

长期持续不断的直播，网上学习挖掘机维修技术的

人越来越多，成都的罗迁道、广东阳江的张管成、安庆

的王安联……如今，姜飞洋的粉丝达 30多万人。“目

前，学有所成的有1000多人，他们通过开办维修厂、进

厂务工等走上了致富路。”姜飞洋自豪地说。太康县杨

庙乡的朱海飞和逊母口镇的姜文举、姜长征就是其中

三位。2021年，姜文举、姜长征学成后，到浙江温州分

别开了一家挖掘机修理厂，如今生意红火，月收入五六

万元。而朱海飞则到金华一家企业当了一名技术人员，

月工资1万多元。

今年，姜飞洋还参加了西南交通大学机电一体化技

术成人大专自学考试。“挖掘机一直在不断更新，我也要

不断提升自己的挖掘机维修技术水平，及时丰富直播技

术内容。”姜飞洋说，“公益直播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李燕
通讯员沈志远黄杰文/图

商丘市睢阳区临河店乡程庄村是

远近闻名的藤编加工专业村，卞忠强

作为该村藤编负责人，是如何带动村

民致富呢？近日，记者一行带着困惑

走进了程庄村。

走进村里，一个个加工车间映入

眼帘，门口有序摆放着做好的藤编产

品，有高档秋千、吊篮、高档儿童藤

椅、高端健身蹦蹦床等。走进卞忠强

的公司，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30岁

出头的卞忠强憨厚老实，做事认真，

现任新联会理事、临河店商会副会

长、商丘市莱亿鑫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经理。

由于家庭原因，他放弃了高考。

为了谋生，他与妻子白冰玉前往浙江

义乌打工。矢志不渝的卞忠强时刻挂

念家乡，在乡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

2012年他义无反顾回到家乡创办藤编

加工厂，虽然村民并不看好，但他坚信

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会成功。

经过不懈努力，如今他拥有5个藤

编生产车间、2个仓库，拥有切割机、弯梁机、数控焊接机

等价值200余万元的生产设备。卞忠强与时俱进不断创

新，让藤编加入现代元素，变得更有活力，开创出高档秋

千、儿童蹦床、健身蹦床、藤编秋千等年轻人喜欢的产品，

现已获得3项专利，产品在天猫、拼多多等平台销售，口碑

很好。

公司吸纳附近群众30多人、残疾人4人、大学生7人，

带动周边村的数百户群众发家致富。

谈起下一步的发展，卞忠强说他要征一块地，投资

建个规模公司，将藤编工艺品公司形成生产、加工、焊

接、包装、销售、仓储为一体的正规化、规模化公司，成

为商会交流学习观摩的好去处，鼓励更多人返乡创业

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张曼迪文/图

“第一次见到她，因为营养不良，10

岁的她身高还不到1.2米，她的父亲瘫痪

在床，奶奶靠打零工照顾她和父亲的日常

生活。”6月24日，回想起第一次见小南

（化名），襄城县青年创业创新协会会长李

静静说，因为长期缺少关爱，那时候的小

南内向自卑，一见到陌生人就躲在屋里不

出来。

“这个书包太好看了，谢谢李妈妈。”

在襄城县双庙乡三街村小南的家里，李静

静为小南送来书包、作业本等学习用品以

及生活用品。小南只是李静静从2020年

9月开始资助的20名“困境儿童”中的一

名，李静静每月对其进行资助。

也许因为李静静经常来的缘故，小南

非常亲热地拉着李静静的手不舍得松开，

脸上洋溢着笑容。然后又连忙跑回里屋，

端出开水招待客人。从当初不敢见人到

如今主动热情地招待客人，小南开朗了许

多，这也是李静静用真情付出得到的回

报。李静静幼年因家境不好，吃过不少

苦。她从小就立志，如果将来有能力一定

要帮助贫困的孩子，让他们有一个光明的

未来。李静静勤奋肯干，经过多年坚持不

懈的努力，她逐渐创立了自己的多家企

业。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也想给孩子

们撑把伞。”李静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2020年8月，李静静与襄城县民政

局联系，得到相关的资料之后，组织人员

入户调查，通过走访全县16个乡镇，筛选

出来20名12岁以下“困境儿童”，这些孩

子大多因为父母或家人没有抚养能力。

当年9月，李静静开始实施资助计

划，每月给这些孩子每人200元补助，不

定期地给他们捐赠生活用品。与此同时，

她还资助了两名高中生直至他们高中毕

业。这些年来，乐善好施的李静静积极参

与扶贫、助学、救灾、爱心捐赠，累计捐款

捐物27万余元。

李静静表示，下一步，他们还会设立

每月的“关爱日”，在每月基本资助的情况

下，针对不同孩子的家里情况进行针对性

的帮扶。也希望有更多爱心人士参与进

来，不一定捐款，能提供一些陪伴、辅导等

服务也是一种爱心的奉献。

□本报记者尹小剑李振阳
通讯员马泽一马晓冲文/图

6月22日下午5点多，在固始县徐集乡

徐集村境内的一块滩涂地上，记者见到了正

在放牧羊群的牛中保，只见他黝黑的脸庞全

是汗珠，衬衣上的汗渍清晰可见。

“养羊挺辛苦的，但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增

收，感觉苦中有甜啊！”牛中保说。

牛中保今年46岁，14岁时跟表哥到北

京打工，到2020年年初返乡，在外地整整闯

荡了30个年头。其间，他在北京一家建筑工

地当过小工，到武汉汉口学习了3年汽车修

理技术，与朋友合资在汉口开了一家汽车修

理厂。

靠修车挣到第一桶金后，牛中保前往平

顶山市开了自己的汽车修理厂，又购买客车

先后在平顶山至漯河、郑州、信阳、固始等城

市之间从事客运，是个手头有些积蓄的“小老

板”。

2020年春天，牛中保应邀参加了徐集乡

举办的在外成功人士座谈会，他响应政府号

召，决定放弃外地的生意，回家乡创业。

牛中保根据自己居住地附近水草资源丰

富的实际，选择了肉羊饲养业。他先到安徽

几家养羊企业考察，回来后自己动手平场地、

建羊舍，经过一番准备，购进“波杂”山羊60

只，共投资50多万元，由“小老板”摇身变成

了“羊司令”。从此牛中保一天到晚与羊为

伍，一年有9个月时间在河滩上放羊，风吹日

晒让他的皮肤变得黝黑发亮。

“别看我现在有一大群羊，刚开始时可不

容易。”牛中保说，起初他没技术，羊死了都不知是咋回

事。他四处向养羊大户请教，又买来专业书籍慢慢

“啃”，终于掌握了山羊常见疾病的防治技术，羔羊成活

率大大提高，羊群的数量稳步增长。目前，牛中保有“波

杂”山羊270只，预计到年底可以出售肉羊100多只。

牛中保有一个打算：牵头成立个合作社，带动帮助

其他农户也来“发羊财”，让养羊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

实现自己当初返乡创业时的梦想。

□本报记者曹相飞通讯员马长城张朝宴

在邓州市裴营乡邮政支局院里，一位

中等身材、两鬓斑白、面色黑红、身体壮实

的50多岁汉子正把一大堆码得整整齐齐

的报纸、邮件、包裹小心翼翼地往大摩托

车后座邮政搭兜里装。他就是被当地村

民亲切称为“绿衣使者”的寇化增，一位坚

守在乡村邮路25年的老兵。

25年来，寇化增任劳任怨，想用户所

想，急用户所急，累计投递里程相当于绕

地球赤道13圈半，投递报刊3.46万份、邮

件12.84万件，从未发生一起有理由投诉。

在平凡的岗位上他服务着15个行政

村、195个村民小组、5万余人口的报刊、

电报、信件、汇款、包裹等收投工作。刚参

加工作时陪伴他的只有一辆自行车，每天

他都要用自行车搭载着五十多公斤重的报

刊、信函、包裹等邮件行走在乡间的小路

上。一个投递班次下来要辗转60多公里，

在当时那个年代农村还未修村村通，遇到

雨雪天气时，有时靠徒步行走，劳累的程度

可想而知。让他最解乏又高兴的事莫过于

每到一个自然村，人们围着他领取邮件的

时候，他笑着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收获

丰收的果实，特有成就感。”当初为了邮政

事业自行车就骑坏5辆，伴随着时代的发

展后来摩托车成了他的代步工具，又骑坏

4辆。

2020年腊月的一天，大雪纷飞，从福

建省福州市寄给房营村一位八旬老人的

一封特快专递，内装女儿的迁移证明，需

到相隔30多里的乡派出所办理迁移手

续，当时老人有病卧床不起，寇化增随即

帮助老人去办理完毕并寄走。

在从事邮政工作中，一些收件人地

址、姓名不详的信件会给投递造成很大困

难，被称为“死信”，但在寇化增的手中往

往能“死信变活”。问起其中的原因时，老

寇总是笑着说：“没有什么秘诀，不过就是

一不怕多跑二不怕多问。”说起来简单做

起来难，连老寇自己都无法估算这些年下

来，为将“死信变活”多走了多少弯路，多

付出了多少辛苦。

工作吃苦认真负责的寇化增得到了百

姓的赞扬、同事的钦佩、单位的认可。近年

来，他多次被南阳市、邓州市评为先进工作

者。在荣誉面前，寇化增保持着一颗“平常

心”，他说：“荣誉是给所有的邮递人员的，我

只是他们的代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和

所有的邮递人员坚持不懈地行进在这条爱心

邮路上，把党的方针政策、乡村群众需要的经

济文化信息和人们相互间的真情通过邮政传

递给千家万户，为社会奉献一份微薄之力！”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为峰文/图

儿时患有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站不

起来，只能常年在轮椅上生活，而他却不

屈服命运的摆布，依靠勤劳的双手，走上

自食其力的发家致富路，轮椅上撑起不屈

的人生。他就是台前县打渔陈镇周庄村

村民杨继才。

杨继才的童年是在泪水中度过的。

看到小朋友们蹦蹦跳跳捉迷藏、下河捉

鱼、上树掏鸟窝，杨继才总是投去羡慕的

眼光。在父母的陪护下，读完小学，再也

没有机会继续读书了，只能在地上爬行，

生活的磨难让他的自信荡然无存。

杨继才命运的改变，还得从10年前

省里的一次残疾人免费就业培训说起。

在乡村干部和县残联的劝说下，从未

出过远门的杨继才第一次踏上去郑州的

路途。

“不仅教修手机、电脑、家电，还讲残

疾人励志创业故事，经常听得热血沸腾。”

杨继才说。

听不懂不要紧，牢牢记住就行。只有

小学文化程度的杨继才，硬生生把高科技

产品维修要领记得滚瓜烂熟。

培训结束后，杨继才在附近的山东省

阳谷县张秋镇租了一间门市，搞起了小家

电维修，主要维修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

等。谁家的手机、电脑有点小毛病，也提

供免费维修服务。

常言说：和气生财。一传十、十传百，

附近群众都知道张秋镇有个小家电维修

热心人，谁家家电出了毛病，都乐意到杨

继才的门市维修，杨继才过上了自食其力

的生活，对未来有了新憧憬。

脱贫攻坚号角吹响后，杨继才又有了

新想法。2017年，他从市场上购买了3头

能繁母猪，滚动式发展到现在90多头的

规模，市场行情好时，年收入高达五六十

万元。

“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养猪挣钱

的关键在提前预判。”杨继才讲起了他的

“养猪经”：养猪有大小年之分，生猪价格

达到高峰时，果断出手，大猪、小猪都卖得

好价钱；价格低谷时，他也要留几头能繁

母猪，行情好时多繁育，稳赚不赔。

一边维修家电，一边养猪，杨继才时

常驾驶着四轮摩托车，往返于张秋、周庄

之间，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不管多忙、多累，三十而立的杨继才每

天早晨都会熟练地驾驱着县残联发放的电

动轮椅，到村前村后转转，和村里的老人拉

拉家常，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晨曦映红他灿

烂的笑脸，也蓬勃着他对未来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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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个娃娃一个“妈”
襄城李静静一人资助20名“困境儿童”

边修家电边养猪
台前杨继才轮椅上撑起不屈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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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寇化增 坚守乡村邮路25年

姜飞洋

卞忠强

网络直播培训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近日，为深入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推动中小企

业可持续发展，郑州市金水区兴达路街道小金庄安置区

抖音直播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会上，培训师分别就抖

音账号的运营、拍摄技巧、直播引流等方面做了深入讲

解，现场多家企业负责人就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与培训师进行沟通探讨，培训师通过案例一一进行答疑

解惑，破解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下一步，兴达路

街道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将持续开展多轮有

关互联网运营的培训，帮助企业解决好在发展中的各种

难题，以务实有力的行动举措，确保“万人助万企”活动

见行见效。 （王珂）

污水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获嘉县照镜镇樊庄村2022年度农村公益事业财政

奖补污水管网项目6月14日招标工作结束，预计本月底

完工，该工程完工后将彻底改变该村污水横流的局面，

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升农村建设水平，助力乡村振

兴。 （赵鹏）

开展汛期助企活动确保企业平稳发展
近期，郑州市管城区南曹街道办事处为保障辖区企

业汛期安全，组织专人开展隐患排查，指导企业进行汛

期安全防范、物资配备。街道办成立应急救援队，配备

救援车辆、抽水泵等物资，确保企业安全度汛。（田超）

新密市西大街街道网格优化提效能
近日，新密市西大街街道从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上

下功夫，把党支部建在网上，把党小组放入格内，搭建网

格化“组织网”。利用互联网、自媒体，搭建线上服务平

台，实现网格“24小时不打烊”，提供居民微服务累计

183人次，深入推进干部能力作风建设，持续提升市域社

会治理效能。 （陈思佳）

服务“在线”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今年以来，郑州市金水区兴达路办事处针对美丽乡

村产业振兴专门构建联动机制，这项联动机制24小时

在线，通过微信群和日常走访架起“企业—专班—职能

部门”之间全时段畅通的桥梁，随时随地为企业解决各

类问题。

同时，该街道聚焦“美丽乡村精品村两年建成”目

标，结合“万人助万企”活动和“五星”支部创建，抽调街

道精兵强将，广泛吸纳党员参与，组建项目推进、产业帮

扶、群众就业服务小分队，构建线上、线下沟通联络服务

机制，广泛搜集涉及的各类问题，建立推进问题快速有

效解决的闭环管理体系，服务美丽乡村、服务产业导入、

服务群众增收。 （宋建庆）

杨继才

李静静

牛中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