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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米袋子”丰富
“菜篮子”鼓起
“钱袋子”

丹山镇稻渔综合种养促农增收
□ 实习生 周虹 本报记者 李小凤
时下，雁江区丹山镇大佛村 2000 余亩
水稻正迎来收割季。村民刚收完水稻，又
开始忙着挖沟平土，为田里的鱼虾开拓出
更宽广的生活空间。
“我们先探索稻渔共养，接下来再发展
稻虾共生。”丹山镇大佛村党总支书记龚波
说，大佛村试点探索鱼、虾、稻综合种养、互
利共生的循环高效生态种养模式，通过养
殖尾水和稻田的循环利用，基本做到水稻
不施肥、不打药，实现生态养鱼，让稻渔种
养简单化、规模化，在节能增效的同时大幅
度提高产值。
“一年四季都有安排，3、4、5 月田里养
小龙虾，6 月至 9 月种水稻，9 月后到来年 2
月养鱼。通过这种模式，效益倍增，以前亩
产 600 斤谷子，现在产值高两倍。”稻渔综
合种养模式实现一地多业、一水多用、一亩
多收，不施肥、不打药，既提升了水稻质量，
还促进生态环境改善，更增加了农民收入。
为了科学化、规模化发展稻渔种养，大
佛村以村集体经济为主体成立了大农和农
业开发公司，采取公司化、市场化运营产销
农产品。
“ 现在丹山稻米已小有名气，市面
售价约 10 元/斤。”龚波说，除了稻米销路
好外，稻田里喂养出来的“四大家鱼”每斤
售价也要比鱼塘养殖出来的高出两、三
元。目前，丹山农特产品已逐渐打开了成
都及周边市场。
据介绍，稻渔综合种养模式改变了单

丹山镇稻渔产业基地。
一的种植结构，将水稻种植和水产养殖结
合起来，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大佛村通过稻渔综合种养，既
保障了“米袋子”，又丰富了“菜篮子”，更鼓
起了村民的
“钱袋子”
。
有了大佛村 2000 余亩稻渔产业的成

功实践，丹山镇进一步迈开了发展新型农
业产业的步子。目前，该镇正规划建设稻
渔综合种养园区。其中，一期核心区涉及
大佛、华光、天池、八字 4 个村，占地约 5000
亩；二期布局在两河、楠木、宝庆、谢桥 4 个
村，占地约 5000 亩。据悉，该项目远景是

创建国家级现代水产产业示范园区。
未来，丹山镇将立足现有稻田、水资
源，在宜稻宜渔稻区依托土地整理、高标准
农田、小农水等项目建设，着力开展稻田特
色种养、生态种养试验示范建设及推广工
作，积极保障粮食安全供给、促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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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基坑作业智能化
安全生产再
“加码”
本报讯（程杰）
“把稳点，注意碎石坠落！”
“今天天气不错，争
取上午把这个基坑挖完。”……9 月 11 日上午，雁江区宝台镇飞虹
村 14 组的一处山坡上，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施工人员正紧张有
序地进行铁塔基础开挖施工作业，
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连日来，项目经理黄鼎和工程管理专责高科奔走在雁江生
活垃圾环保焚烧发电项目 110 千伏送出工程现场，盯紧施工，把
好关。
“ 今年资阳遭遇洪水，防洪防汛及安全防护整治影响了基
础开挖。”相比原计划施工进度表，
工期因自然灾害有所延迟。
雁江生活垃圾环保焚烧发电项目 110 千伏送出工程为我市
2020 年重点项目。工程计划从资阳天星 220 千伏变电站扩建 1
个 110 千伏出线间隔至环保电站，新建和改建架空线路 5 千米，
组立铁塔 21 基。
“好在引进深基坑作业智能机，基础开挖环节省
了不少心。”黄鼎表示，资阳地处丘陵地带，此次工程规划的铁塔
大多在地势起伏的山林区域，铁塔基础开挖无法使用重型设备，
只能依靠人工作业。基坑开挖到一定深度后，空气稀薄的坑井
容易导致井下作业人员出现呼吸不畅的问题。
“以往一些地方发
生过因基础开挖导致作业人员窒息死亡的事故。”黄鼎说。
“今年采用深基坑作业智能机设备，就是为了规避安全风
险。”施工现场，黄鼎指着不远处立于基坑口的一台钢架外形结
构设备说。
“ 井内空气指标正常！”井下，工作人员正挥动着手里
的电镐。不一会儿，井上的作业人员按下设备按钮，装满碎土的
吊篮被匀速拉至地面。
据了解，全智能深基坑开挖一体设备集成了快速稳定提土、
实时气体检测、智能送风、自动声光报警、紧急提升施工人员、差
速器挂点、软梯挂点等功能，能对基坑中气体含量进行实时检
测，当气体含量不在规定值范围内时，将自动触发声光报警。此
外，还配备了应急救援绳索，在开展紧急救护时能大大提高救援
效率，从以往的 30 分钟缩短到 15 分钟以内。

茆建军：追梦 26 年的
“电王”
责任在肩
“假电工”
的逆袭

□ 本报记者 韩成玺

茆建军是一名维修电工高级
技师，现为资阳石油钢管公司制
管一分厂电气保障组维修电工，
1991 年到技工学校学习外线电工
技能知识，1994 年到资阳钢管厂
工作，从车间电气维护做起，逐步
成长为技术带头人，这一干就是
26 年。
20 多年来，茆建军先后参与
老厂改造、直流调速装置安装测
试、公司设备改造改进及设备故
障难题的研讨。作为技术骨干，他
多 次 被 公 司 评 为“ 先 进 工 作 者 ”
“优秀共产党员”，获得资阳“优秀
技 术 人 才 ”称 号 ，被 评 为 第 五 届
“感动资阳”人物。2018 年，以茆建
军为首的技术团队发明的“钢管
管体直流退磁电路”获得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证书，之后他入选中
石油 100 名石油名匠名单。

茆建军检查电路。

爱岗敬业 电器安全的守护者
走进茆建军的办公室便能看到，
他桌
当时他认为把变电站电源关闭了就没有
上铺满一张张写满数据的A4纸草图，
看似
电，
于是没有进行绝缘保护措施就用扳手
杂乱无章，但在茆建军心里，每张纸上的
拧螺丝，结果造成变电站电器短路，扳手
内容他都熟记于心。时下，他正在研究
被电击出一个拇指大小的缺口，
瞬间迸发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内部的可编数据。
的电弧光对他的眼睛造成伤害，
脸也被灼
茆建军年轻时做事不专心，有些毛
伤，
近半小时后眼睛才逐渐恢复正常。还
躁。师父的教诲听一半丢一半，
有时设备
有一次，没有关闭电器的控制回路，检修
出问题只是匆匆处理使其运转，
根本不考
完毕后他直接返送隔离开关，
造成电器带
虑发生故障的原因，设备经常出现短路， 负载时电流增大，
绝缘性能变差产生的弧
损坏的零件数量较多。
光造成同事的脸和手严重灼伤。
2002 年的一天，车间变电站发生故
几次事故给了茆建军极大的教训，
障，经过排查发现是供电蓄电池运转不 “安全第一位，任何马虎都可能给厂里造
畅，茆建军马上带领几名电工入场抢修。 成损失，给自身和同事造成伤害”。此后

他严格按照操作规章制度一步一步自检，
确保安全后再工作。
一次设备受损，
当班维修电工没有找
到故障原因，领导将茆建军叫来一起加
班。那是一个冬天的深夜，捣鼓了很久，
电器还没恢复正常，
其他人受不了寒冷都
回办公室或家休息，只有他坚守在车间。
找不到故障原因，
就一遍遍翻看图纸和说
明书。
“感觉自己所学不精，
折腾了一夜还
是一无所获。
”
不轻言放弃的茆建军，
静下心来开始
新一轮维检。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找到
了故障原因并成功排除。

资阳网 www.zyrb.com.cn

2008 年扩建新厂，全部更新安装新设
备，茆建军配合厂家安装设备，埋设电缆，
照着图纸接线，为了按期完工，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
厂家安装人员在场，设备运行就正
常，但一轮到他们上手，机器就趴窝。变
频器、伺服器、触摸屏、PLC……好多设备
从没见过。那一刻，他看到了自己在电气
维修领域的不足。
看不懂新设备电路，同事戏称他们为
“假电工”
。不服气的茆建军不断学习，
自己
鼓励自己一定要吃透新设备的全部电路，
决
不能被淘汰。通过买书买资料、网上看视
频、
虚心向厂商技术员请教，
经过三年的努
力，
他逐渐熟悉了新设备的全部运转原理。
如今的他可谓对新设备、
新技术熟门熟路。
勤学善思，方见匠心。随着知识的不
断增长，他又将兴趣扩展到触摸屏方面。
通过调试，将设备操作台上触摸屏的内容
进行大量修改和功能扩充。如今，员工通
过触摸屏界面，不仅能监测到多个电机和
变频器状态，调控主电机转速，切换各种
功能，还能对主电机实时状态进行监控。
不怕苦，不怕累，奉献精神最可贵。
2019 年 8 月，以“茆建军创新工作室”为基
础成立的钢管厂一分厂党支部第三党小
组成为了全厂的“红色攻关党小组”，成立
以来获得公司技改和小改革奖项五项。
在精益生产、技术创新、提质增效、技能培
养等各个方面为分厂工艺技术、装备水
平、员工技能研究创新、生产质量管控提
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今年中石油第一届一线生产创新大
赛将于年底前举行，茆建军带领团队申报
了《精益生产中的设备可视化监控》课题，
从 4 月起就没日没夜地完善补充课题内
容。对于夺冠，他志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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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基坑作业现场。

小康不忘家乡情
修塘铺路惠乡亲
□ 谢宗兵
“莫尔友出资出力，花了 20 多万把石锣村 7 组的堰塘修好
了。他真的为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安岳县长河源镇石锣村 74
岁村民吕国民激动地说。
据长河源镇石锣村党支部副书记龙英介绍，因地理位置原
因，石锣村 7 组虽离书房坝水库不远，但村民却享受不了书房坝
水库的水资源。虽然有一个堰塘，但由于年久失修，根本蓄不了
水，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只能靠天。
“我是石锣村 7 组人，经常回老家，看到堰塘烂成这样，存在
安全隐患，非常担心。回去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找专业公司设
计、自己出资把堰塘修好，让大家充分把堰塘利用起来。”莫尔友
说。
今年 45 岁的莫尔友，从事建筑劳务方面的工作。为了解决
乡亲们的用水问题，他忙前忙后，找到专业设计公司、建筑公司
按照高标准对堰塘堤坝及附属设施进行完善修建，共耗资近 30
万元。现在的堰塘坝面平整、堤坝坚固、配套设施齐全，蓄水能
力增强，极大地方便了石锣村 7 组村民。
据了解，莫尔友从 1993 年开始在安岳县城打工，通过自身努
力，逐渐在建筑劳务行业有所发展。在自己过上小康生活后，他
没有忘记家乡石锣村。莫尔友说，他对家乡的热爱和牵挂不比
任何人少，十分愿意在能力范围内全力为家乡的发展作贡献。
“石锣村 7 组的公路是 2014 年修建的，当时找项目支撑，找
领导支持，做村民思想工作，最后终于把路修成了。”莫尔友说起
修这条路时，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豪。据了解，当年为改善石锣
村出行条件，莫尔友捐资 20 余万元推动了 7 组村道的建成。
“我在石锣村承包了 14 亩地经营鱼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给 7 组村民每家每户送鱼。”莫尔友说，自己经常回老家，和村
民关系融洽。近几年，他每年都会请全组村民一起吃团年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