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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重集团：
用党建
“绣花针”
穿起
乡村脱贫
“千条线”
80 亩的扶贫牛场即将开业、
“一村一品”战
略正在推进、
现代化农业建设如火如荼、村党建
服务中心高标准落成……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土默特右旗双龙镇的张子淖村里正在悄然
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源自中国兵器北重集团
扶贫服务队进驻一年以来，用党建“绣花针”穿
起乡村脱贫“千条线”。
张子淖村是自治区级贫困村，常住户数
201 户 416 人，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4 户 110
人，占比 11.7%。服务队入村后，积极为贫困户
办实事、解难题，通过认真开展“三会一课”
“志
智双扶”等活动，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积极协助
“村两委”
做好相关工作。
党建服务中心是张子淖村最具有标志性的
建筑。田间劳作后，村民赵太河和村里几十户村
民走进办事大厅，坐下认认真听着防病虫害知
识讲解。2019 年，村里农作物遭受病虫害侵袭，
服务队利用村委会活动室为村民开展了防病虫
害知识普及和国家扶贫政策讲解。
“田间大事小
情告诉服务队后，他们总能把解决方法及时送
到家门口。”赵太河说。
党建促脱贫袁野田间冶变野车间冶遥 2019 年以
来，得益于北重集团加强“三农”方面知识培
训，扶贫服务队成员都成为懂政策、会帮扶、
作风硬的扶贫干部，别具特色的党建服务中
心和 村委会 活动室 成为 了 脱贫 攻 坚一 线 的
“战斗堡垒”，成为北重集团扶贫工作的“党群
工作联系点”。
在北重集团扶贫服务队来之前，村委会活
动室是一片空地。“乡村脱贫关键在于五大因
素：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
组织。我们通过走村
串户调研发现，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必须从党建
引领入手。”
北重集团党员、现任张子淖村第一
书记的郭建峰说，村一级党建工作还有一些短
板，要从建设过硬村级党支部入手。基层缺乏党
建阵地，
国家相关扶贫政策没有好的宣传、讲解
地点，有的党员仍习惯在村干部家开会，北重集
团决定先做个党建样板，拿出一个党群综合体
的建设方案，并联手东殴集团共同把闲置空地
打造成村委会活动室，办事大厅、议事厅、脱贫
知识课堂、农业科普教室……和村民密切相关
的一切一应俱全。
说一千尧道一万袁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遥“脱
贫攻坚，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给他们找致富的产
业。”
北重集团服务队按照上级扶贫
“十项清零达
标”
行动的要求，
经过实地调研，
从发展产业和建
立扶贫长效机制出发，做好绿色农业文章，主动
融入现代农牧业的
“高质量发展”
战略。
张子淖村边田间闲散荒地多，计划投资 70
万元的肉牛养殖场项目在这里迅速开工。项目建
成后，
最终可发展为 100 头肉牛为主的特色养殖
业。
“这个项目全靠北重集团服务队给出主意、
拿
资金，
上了产业扶贫，
啥都不用愁。”
村主任兼党
支部书记赵三三说，
正式开张后，牛场拟采用承
包方式，
承包费归村集体，
一方面可增加就业，
另
一方面可以带动饲料的种植。
依托企业现代化管理方法推进农业规模化
产业化提上日程；大力发展的订单种养殖业“正
在路上”；引导村民向种植大户、农业企业流转
土地，提高土地规模化经营水平。服务队上连政
策“天线”
，下接扶贫“地气”，
切实把党的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政策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坚持扶
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不断激发贫困群众内生
动力。
“经济账”初见成效后，服务队又开始考虑
如何念好“幸福经”
。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给
广场舞成员争取资金购买统一服装；积极联系
包头市中心医院、北方医院，
以及朝聚眼科等其
他 5 家专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受益村民 730
人次……
“北重集团乡村扶贫服务队来了之后，俺村
的集体收入大幅提升，
今年全部脱贫，明年日子
更加红火。”
赵三三对未来充满信心。
渊何彬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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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科研人所能迸发出的最大光芒
—记西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天然气项目部技术总监王保才
——
地，
研究会战、区域编图及目标研究。2004 年
到新疆后，
他先后负责九个探区的勘探工作，
无一例外都取得油气突破，他因此被人称作
勘探“福将”
。他听着心里也舒坦，总是说：
“我
们是油公司模式，我们是参谋，决策更重要。
都是领导拍板时看得准，我就是有点运气而
已。”
当院领导找他单独谈话，让他负责碎屑
岩领域的勘探工作时，他沉默了，心里暗叹：
这次可能晚节不保了！
当时，他负责着顺南、塔中的物探工作，
与团队一起发现了顺南气田，并在中石化风
险探井顺托 1 井实现了油气突破，首次在
8000 米下发现了凝析油。地质、
物探、
测井等
多学科成员组成的勘探团队，将重点放在北
部斜坡区，
已有多口井实现油气发现。在这种
一片大好的形势下，让他再上天山南，心中顿
●王保才带着徒弟们在机房开展储层的风险识别与控制的研究
赛荣军 / 图
时仿佛压了一座天山。
姻 张洋
小间，没有窗户，这让他常常忘记时间的流
“有我们和这么多基础研究的团队全力
逝。前几天，
已经深夜 11 点多了，他通过视频 支撑你，有啥担心？”院领导给他吃定心丸。
8 月 15 日深夜，在西北油田科研园区办 与项目组讨论问题陷入僵局，正沉默时，电话
于是，他一头扎进海量的已钻探井资料
公大楼的一个隔间里，王保才对着两个电脑 铃打破了夜的寂静。
和地震资料中，
与新团队规划出研究重点，
明
屏幕，
旋转着鼠标，抓取出地震剖面。他面前
原来突击队员们进驻科研园区快一个月 确重点目标层系、
油气成藏主控因素，进而梳
放着两个手机，正在与两个不同的团队开展 了，老专家苏江玉当起理发师，让他过去理 理油气富集规律。他与团队通过区域地质条
“头脑风暴”。忙碌的他，
似乎忘记，还有 5 天， 发，
苏江玉电话里说：
“不打断你，不知道你又 件对比分析、油气藏解剖、断裂控圈控藏等综
便到离岗的时间了。
得干到啥时候。”
合地质研究，经过多轮研讨，团队提出了“沿
看着剪落的白发，他自我解嘲：
“年纪大 成藏断裂带寻找中新生界油气藏”的勘探思
逆行而上
“云上攻关”
了，
瞌睡就少，不干活太浪费青春。”一个月都 路，在天山南地区西段逐步完善了“陆相油
他索性多干会工作。
气、
喜山成藏、
两面控聚、断裂带控富”的成藏
一月前，新冠疫情突发，
乌鲁木齐市按下 睡行军床，也睡不安稳，
由于疫情防控，
办公楼整体封闭。一个月 模式。
“暂停键”。然而，
西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的
，
2018 年，他带领团队部署的星火 5 井试
科研人逆行而上，27 名突击队员进驻科研园 的时间里，他带领团队在这楼里“云上攻关”
区，吃住在办公楼里，坚持科研攻关，他是其 已经完成天山南地区 2021 年地震部署、预探 获高产工业油气流，实现了天山南地区西段
井部署、
勘探圈闭报告等工作，现在正在忙碌 白垩系构造圈闭领域的首次油气突破，展示
中之一。
着“十四五”
圈闭的规划。
了天山南西部地区是有利的天然气增储接替
其实，
他有一万个理由不去！
领域。
工作 33 年，负责多个探区的勘探，处处
再上天山南
大伙都叹服
“神了”
，运气真是太好了。
有发现，
勘探突破奖拿到手软，
还有一个月离
他听到后，
只是一笑置之。多数人只知道
岗了，
徒弟们那么多，
让年轻人去不行么？
王保才负责的九个探区，都取得油气突
他到哪都能找到油气，不知道的是，他带着团
但他还是在微信群里说：
“ 我在家待不 破，
运气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
住，还是我去！”说完卷起铺盖就走。
“天山南，
难于上青天。”这是勘探科研人 队，不分日夜，对每一条地震剖面的精雕细
其实，他是心疼弟子们，正逢上有老、下 员的感叹。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北油田 琢。
今年，他要离岗的前几个月，
部署的星火
有小的年纪，都不容易。自己孩子大了，没那 曾四次组织集中攻关天山南地区，但一轮轮
他与团队
么多闲事。
的钻井效果都不好。天山南成为勘探人心中 6 井再获新层系的油气突破。至此，
通过圈闭的精细刻画和资源评估，落实天山
另外，他还有个小心思：西北油田刚规划 的痛点。
在 2022 年建成千万吨级大油气田，但油强气
2015 年时，天山南周边油气田取得重 南西部地区新的天然气产能阵地，在新和、三
弱的局面，
急需天然气大发现。自己马上要退 大突破，这里再次成为热点，谁去啃这块“硬 道桥、桥古等地区实现勘探开发一体化产建
部署，预计新建年产能 2.1 亿方天然气。
二线了，得把“十四五”
规划搞扎实，让弟子们 骨头”
，是困扰研究院领导班子的心病。
现在，大家对勘探开发天山南的底气足
今后的担子轻一些。
王保才年轻时，作为技术负责，历经渤海
他却总是笑着说：
“年轻人干得多，都是他
他办公的地方，是大办公室边隔出来的 湾、鄂尔多斯、二连、伊宁、塔里木等 5 大盆 了，

们的功劳。”

言传身教出高徒
这几年，王保才的一帮徒弟都“升官”
了。今年，
正逢研究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不
少徒弟挑起大梁，
沈向存是其中之一。
2008 年，沈向存跟着王保才，攻坚准噶尔
盆地的物探资料解释。让沈向存记忆尤深的
是，
当时 6 人团队就扎根在机房，整整 46 天。
现在，沈向存还保持着这种不解决问题
绝不罢休的习惯。这次的 27 人突击队中，
沈
向存也是其中一员，作为区带评价研究所党
支部书记，带领团队负责南塔里木地区 5.3
万平方公里的勘探工作。
“他带我们不靠说，而是用实干来言传身
教。而且，
哪有难处，他都能提出思路去着手
解决。”
沈向存说。
当时，准噶尔盆地是新区，
断裂解释没有
经验借鉴，
团队困惑于没有突破点。王保才连
续攻关几昼夜，找到攻关目标，
让团队寻找地
下 5000 多米斜坡的平台区，从而部署的征
1-1 井获得油气突破。
后来，沈向存又跟着他勘探多个区块，总
是不断有油气发现。沈向存说：
“虽然人前风
光，
但是背后的努力哪能一言道尽，每次都是
师傅带着我们拼尽了全力。”
徒弟骆福蒿也在王保才的眼皮子下当起
了副所长，
每次提起徒弟们，王保才便笑眯眯
地说：
“我被后浪拍岸上了。”
2015 年，小骆要去中国石化总部汇报
《塔里木盆地碎屑岩隐蔽圈闭落实技术》，由
于经验不足，
心里难免直打鼓。
每天上班，团队都在机房报道，
40 多页
PPT 材料，来来回回修改了 20 多遍。修改到
最后，连汇报的小骆都颇有微词。然而，
王保
才依旧不满意，语重心长地说：
“勘探不仅是
花上亿元打口探井，而是关系到勘探开发整
体战略布局，我们的研究扎实一点，总部专家
组科学决策的把握就会相应增加。”
在充分准备下，这次成为小骆最自信的一
次汇报，他把这股劲头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工
作中。他说：
“师傅身上有种不服输的探索精
神，
我觉得那就是‘工匠精神’。虽然他在工作
上要求严格，
生活上却嘘寒问暖的，让我们感
到像是他自家的孩子一样。”
看着徒弟们的成绩，王保才很欣慰：
“希
望他们能将我的‘运气’延续下去，我们干的
勘探需要更多的油气发现。”

“做有涵养的五局安装人”
五局安装华东公司开展读书分享交流活动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进入八月份以来，
中建五局安装华东公司各项目在快干热潮的
赶工间隙，紧抓“后浪”
学习氛围，
着重培养企
业后备生力军，组织新员工开展读书交流会
活动。
在五局安装华东公司各个项目部团组织
的带领下，
新员工们在阅读交流中共进互补，
从书籍经典中汲取文化力量。活动分为阅读、
分享、总结三个阶段，推荐的阅读书目有《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
“大姐书记”
陈超英》、
《国家干部》等等，
在选
七宝万科项目新员工王恩鸿说：
“通过深
定阅读书目后，大伙在工作之余开始了自己
入阅读，
我发现自己的情绪控制力有了很大的
的阅读精炼。伴随着阅读的深入，
他们逐渐发
提升，
与我追求的静心沉稳目标更近了一步。”
现了阅读的意义与乐趣所在，书本中取之不
分公司投标报价中心新员工苏继晟说：
竭的精华给人以无穷尽的力量。经过几天的 “我发现读一本好书，就犹如发现了一颗珍
学习沉淀，新员工们简短分享了近期的学习
珠，
越深入打磨越卓越闪烁。”
状况，
交流了读书心得体会。
在交流分享会上，大家自发建立了读书
宜兴医疗中心项目新员工肖志勇在交流中 分享线上交流群，也有人贡献出自己的珍藏
说道：
“经过这些天的阅读，我感觉自己的身心
书籍供大家借阅，以书会友。会上其乐融融，
舒畅了许多，
并且学会了如何与人深度沟通。” 会后余韵悠长。

碎片化无效信息无时无刻不在消磨我们
的时间，
占用我们的时间成本。此次活动有利
于每个人深度地、系统地读书学习。通过此次
读书会，
调整了“后浪”们的工作学习状态，使
新员工们茅塞顿开、
受益匪浅，
进一步丰富了
新员工的视野。并从中学会如何远离互联网
碎片化信息，
杜绝无效交际的时间占用，找回
自我深度阅读能力。相信大家在今后的学习
中会多读书，读好书，用书本为我们的人格加
分，
做一个有涵养的五局安装人。 渊李传昱冤

浙江淳安县中医院推行黑板报宣传
在网络信息发达的今天，几乎被众人所
遗忘的黑板报，近日在浙江淳安县中医院院
内重新回归到众人的视野中。第一期黑板报
在县中医院临床 13 个科室的手中顺利诞生，
本期黑板报报道了中医院发展的最新动态信

息、
当前疫情防控的主要任务等，
为广大居民
群众、就医患者大力普及中医养生知识。
“我们黑板报宣传内容主要包括医院团
建、疫情防控、
中医养生、针灸推拿、术前宣教
等。一块黑板、
一个粉笔头、
一则好信息、
一篇

好文章组成了宣传栏，
历时一天半就将黑板报
绘制完成。职工及患者、
家属只需在板报前稍
事停留，
眼球一扫，
即可获取信息，
无论是上下
班途中，
还是工作间隙，
都可以轻松获取相关
信息。”
县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县中医院在新建住院大楼项目
的外墙设置了 13 块黑板报宣传栏，
从 9 月份
开始，每月临床、医技、后勤科室轮流出黑板
报，
并每月一次开展黑板报评比，今后将这一
项工作常态化。
(唐佳莉 邵慧琴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