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8.8 星期四

编 辑：郭景涛

商报 关注 05

组 版：
张妞妞

讲述·大厂故事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洛阳工业大规模建设项目建成投产 60 周年

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下线：

开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1958 年 7 月 20 日，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
披着彩带，在敲锣打鼓的人们的护送下，隆
隆地开出了一拖大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
伟大征程就此开启。今天我们为您讲述新
中国第一台拖拉机背后的故事。

一个民族的期盼
一拖兴建的消息随新华社的电波传遍
四面八方后，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短时间
内，一拖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2600 多封
慰问信；黑龙江桦川县一个村庄农民把节省
的 500 多公斤大米送到工地；南阳专区的群
众把 28 吨炭一捆一捆地从山上背下来，再送
到工厂以解燃眉之急；徐州无偿送来 1 万多
吨耐火土和大量砖石块；江苏省江都县汤汪
小学的学生们把他们课余时间种的菜卖了
四元八角五分，也献给了拖拉机厂。他们在
信中说:“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我们听说我
国的拖拉机厂开工兴建了，兴奋得直跳起
来。因为我们家在农村，需要拖拉机，有了
拖拉机，我们才能过上像苏联那样的幸福生
活。我们的理想就要实现了。不久的将来，
你们制造的拖拉机将一台接一台地奔驰在
祖国的田野上。我们送来这点薄礼，你们收
下吧。”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二连
战士们将节省下的钱也寄来了……
这是一个古老、伟大民族对幸福生活的
期盼，
也极大地鼓舞了一拖的建设者们。
艰苦的条件丝毫没有动摇他们报效新中
国拖拉机工业、装备中国农业的拳拳赤子之
情，
他们用难以形容的豪情壮志，
震撼着历史
的长河。他们在一拖这片热土上播下理想的
种子，
酒下辛劳的汗水，
这里生长起来的不仅
仅是厂房和流水线。在苍茫的历史背景中，
6
亿农民炽热而渴盼的目光，
使拖拉机厂大规模
建设过程中的许多事情，
最终都成了中国农机

“任务给我们吧！保证完成。”他带着几个工
人，捡来了废砖头，砌成小火炉，安上鼓风
机，烧起焦煤，把废铁锤打成一根根钢钎、铁
钩，自己动手赶制工具……他们忘掉了吃饭
和睡觉，直到把所需工具准备齐全。6 月 20
日，他们硬是提前 10 天炼出第一炉铁水。
为了造出发动机，发动机车间全体职工
动员起来，沒有工装夹具，就自己造，共自制
大小夹具 50 余件。张进良利用废料，造成
了机油燃油试验台，解决了关键问题；王双
乾利用磨料改制滚珠轴承、自紧油封等 10
多件。装配离合器压盘时，没有夹具和专用
压床，翟跃淳想尽了各种办法，用木料改制
工具，用手压床代替专用设备。7 月 13 日，
他们熬了几个通宵顺利造出了发动机。
底盘车间生产调度员岳金榜老人依然
记得当年的情景。那时，车间还没有专门的
装配线，是地摊式作业，20 多个人一摊，分两
底盘职工在装配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
摊装配拖拉机。当时大家都没有装配过拖
拉机，车间就把设计处进行实习用的两台前
苏联实验用拖拉机借来，拆了装、装了拆，每
化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造拖拉机谈何容易？
个人轮流拆装四五次，总算掌握了一些装配
这些都难不倒一拖人。一拖第
为共和国献礼
的本领。在装配中，哪个零件不会装了，大
一代建设者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
1958 年初，毛泽东主席再次给
件下造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台拖拉机， 家就把两台样机拆开看看，学习琢磨。在装
一拖指示：各种拖拉机的式样和性
配过程中，不少人持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中
把永不服输的狠劲儿融入一拖人的
能一定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和地形， 血脉，
午饭都顾不上吃，虽然很累，但看着自己亲
把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责任刻在
一定要综合利用，其成本一定要尽
手造的拖拉机就要诞生了，每个人都抑制不
一拖人的心头，
从此永不磨灭。
可能降低。毛主席的指示让一拖人
住内心的喜悦。
铸铁车间里，土建任务只完成
备受鼓舞，决心早日把新中国第一
7 月 20 日，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披着
了 60%，地面还是高低不平，稀稀拉
台拖拉机生产出来。
彩带，在敲锣打鼓的人们的护送下，隆隆地
拉安放着几台机器，不到整个需要
彼时，一拖基建才开始两年多， 的 8%。工人们硬是自己动手，立起
开出了一拖大门。后来，这台拖拉机送给
有些厂房脚手架才刚搭起来，不少
了为一拖作出巨大牺牲的洛阳新唐屯。那
了冲天炉。
厂房还是黄土一片。连条件好的辅
天 ，全 村 人 都 换 上 新 衣 ，锣 鼓 喧 天 地 迎 接
用冲天炉炼铁，需要很多专用
助工厂，设备也才安装起来，生产拖
工具，但当时一拖都沒有。面对困 “铁牛”的到来。工人农民紧紧拥抱，共同
拉机的设备缺少更多。设备缺乏、 难，熔化工部于德治等挺身而出： 勾画着一幅“铁牛遍地跑、粮食堆满仓”的
物资匮乏、人员紧张、经验不足，要
灿烂前景。
（记者整理）

脱贫攻坚不畏难
——记中国一拖派驻信阳市固始县驻村第一书记贾涛
■ 记者 周双雪 通讯员 聂强
2019 年 7 月，中共固始县委评选出
驻村
“优秀第一书记”
，
中国一拖派驻信阳
市固始县郭陆滩镇孙棚村的贾涛当选。
2016 年 12 月，响应中国一拖号召，
一拖特专车厂厂办副主任贾涛前往固始
县郭陆滩镇孙棚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期间，他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发扬和传承中国一拖优秀的企
业文化，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带领全村
群众脱贫致富。现在，提起这位驻村第
一书记，
大家都交口称赞。
面对挑战：走村入户，
理清发展思路
贾涛来到固始县郭陆滩镇孙棚村
后，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陌生的。村里
的人对初来乍到的贾涛充满质疑和顾
虑，都不相信这个连固始话都不能完全
听懂的年轻人，能带领他们改变村里贫
困的现状。
面对质疑，贾涛并没有退缩，也没有

过多的解释。为了尽快掌握村里的真实
状况，到村后，贾涛就开始了他的“入户
调查”
。
固始县郭陆滩镇孙棚村共有 15 个
村民组，187 户贫困户，为准确掌握孙棚
村发展和贫困户的第一手资料，他每天
骑着电动车走村入户，为此骑坏了 3 个
电瓶，走坏了两双鞋子。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近两个月的走访调研，他将村情
民意及全村贫困户情况摸清吃透，绘制
出了村贫困户分布图，为制定孙棚村发
展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面对困难：不辱使命，
做好精准扶贫
基础工作做好了，帮助大家脱贫致
富的工作才正式开始。
面对“一穷二白”的村集体状况，贾
涛充分利用好国机集团的扶贫资金，分
别投资 5 万元和 130 万元，
建立了永旺小
龙虾合作社和蛋鸡养殖小区，实现贫困
户增收全覆盖的同时，也使村集体经济
收益达 6 万元。

同时，他引入投资 40 万元，安装太
阳能路灯 114 盏，照亮了孙棚村的每一
个角落；引入投资 40 万元，建设标准提
灌站 2 座，切实解决了村民生产灌溉需
要；引入投资 15 万元，修缮村部前排房
屋，增设了集便民服务室、矛盾调解室、
党员活动室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办公区；
引入投资 20 万元，在文化广场安装体
育健身设施 9 套，篮球、羽毛球、乒乓球
等活动器材若干，将孙棚村文化广场打
造成郭陆滩镇标准最高的文化广场之
一，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提供了好去
处。
贾涛牢记第一书记
“抓党建、
促脱贫”
的责任和使命，
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入手，
设置大型党建宣传板 12 处、
小型展
板 16 处，
定期组织召开党员大会、
组织生
活会，组织党员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
神，鼓励带动党员积极建言献策，找寻好
的发展思路。在他的带领下，
孙棚村成为
郭陆滩镇第一个党建制度规范化建设观
摩点，
并在全镇范围内推广。

面对群众：不负重托，为群众解忧排难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贾涛不仅在村
建设上下足功夫，对村民也是尽心尽力。
在入户走访中，贾涛发现一些贫困
户行动不便，家中常年卫生环境较差，他
二话不说，拿起扫帚、扛起铁锹，帮助贫
困户改善生活条件。在“老五包”吴万堂
家，看着大汗淋漓的贾涛，这位“老五包”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施泽其老两口子女
常年在外，贾涛主动把自己的手机号输
在老人手机里。一次，老人因摔伤卧病
在床，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贾涛，贾涛立刻
联系本村的帮扶单位卫生院，为老人登
门治疗……贾涛用实际行动让群众记住
他、
认可他。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孙棚村面貌一
新，得到了各级政府和领导的认可，贾涛
也在驻村的过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荣
誉。2017 年贾涛被评为固始县“优秀第
一书记”；2018 年被评为河南省“优秀驻
村第一书记”；2019 年 7 月，被评为固始
县
“优秀第一书记（工作队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