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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密云区东邵渠镇银冶岭村第一书记胡雪
□本报记者 王路曼

密云区银冶岭村2020年被列
为市级集体经济薄弱村， 在土地
流转、 设施落后的现实面前， 北
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选派的第一
书记胡雪却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
别开生面的发展之路。 “过去的
一年时间里， 有3家公司注册入
驻， 一期投资额1500万元； 村集
体先后争取专项消薄、 基础改造
资金480余万元， 有效提升村庄
基础设施； 同时， 我们主持启动
了精品民宿、 文旅教育、 红色旅
游三个项目 ， 开展基地建设运
营。 我们正为交出一份产业带动
乡村全面振兴的优秀答卷而努
力。” 胡雪说。

厘清山村优势
用心寻找发展之路

窝在浅山区里的银冶岭临近
南山滑雪场， 雪场的热闹与山村
的冷清对比鲜明。 靠什么才能吸
引企业走进银冶岭呢？ 面对产业
经济如同 “一张白纸” 的村庄，
胡雪绞尽脑汁。

在调研走访的过程中， 胡雪
仔细倾听村民的期盼， 厘清发展
的优势。 她发现， 无地无产、 缺
水缺钱、 设施落后的银冶岭， 最
不缺的是闲置农房， 可以充分利
用起来。 于是， 这就成为招商引
资的最大支点。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良好的自然生态
环境就是最强的招牌。” 胡雪大
胆提议， 把闲置农房利用起来，
趟一条靠农房发展文旅产业的路
子， 让精品民宿、 红色教育和休
闲旅游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她还
主张， 让大批破旧的农房改造后

成为经营基地， 让有文化的年轻
人通过培训成为发展的主力军。

对接村企需求
扎实推进项目入驻

“要让梦想照进现实， 前期
的摸底工作必须做实做细。” 为
精准把握村企双方的优势和需
求， 胡雪一方面跑遍几十户有闲
房的村民家中， 摸清底数， 倾听
诉求， 描绘未来， 打消疑虑， 绘
制完成涵盖十几项细目的 《银冶
岭村闲置农房情况数据表 》 和
《银冶岭村闲置农房和重要路点

平面图》， 让可用资源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对企业进行超前梳理，
让他们了解资源优势、 发展潜力
和未来前景的同时， 用数据回应
企业的疑问。 一份 《银冶岭村农
房院落集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 从环境、 投资、 回收、 成
本、 盈利等方面， 站在企业的角
度给出了发展蓝图。 胡雪这种想
在企业前头的做法， 成功敲开了
30余家企业和团队大门， 投资方
纷纷来到银冶岭实地考察。

招商引资是场硬仗。 胡雪无
数次陪同企业跑村庄、 探矿洞、
越山林、 寻古迹， 通宵写方案、

改设计， 一熬就是夜里两三点，
协调镇村部门加快房屋翻建审
批， 为项目开展提前化解矛盾问
题， 做企业、 村委和村民之间的
润滑剂， 成效远远超过预期。 截
至目前， 9套闲置农房已签约出
租， 正在有计划地改造建设中。
集体账上有钱了， 租户手里见利
了， 村民们没想到这么封闭的小
山村竟会成为宝地。

优化基础设置
村居环境显著改善

“村里基础设施落后， 道路

泥泞、 限时用水、 污水乱排、 沟
渠 脏 乱 ， 这 些 是 村 民 们 反 映
最 集 中的问题 ， 也是我最放不
下的牵挂。” 胡雪说， 为此， 她
带领村干部写报告、 跑部门、 找
领导。

在村干部们的不懈努力下，
银冶岭被列入 “美丽乡村” 建设
计划， 并争取改造资金280余万
元 ， 村庄设施逐渐向宽道 、 明
渠、 净水方向发展， 村居环境改
善成为了村民最快享受到的 “红
利”。

为促进集体经济可持续发
展， 胡雪主导 “村合作社+企业”
联合申报消薄资金200万元 ， 投
入一期精品民宿建设， 让全体村
民都能从项目中获利； 为保护矿
产古迹和红色资源， 她主持申报
以银冶岭抗战史实为依据、 红色
党建为主题的户外剧本杀产品项
目， 得到了区镇各级部门的肯定
和关注。

“目前启动的闲置农房改造
提升只是村庄发展的第一步， 离
乡 村 振 兴 和 全 村 富 裕 还 有 很
长的路要走， 新矛盾、 新问题、
新期待也会不断涌现。 对此， 我
们要着力建设村书记管总、 村经
合社靠前服务的 ‘专班’ 模式，
全力为企业排忧解难， 助推项目
做大做强。” 胡雪说， 项目进村
让干部看到了希望， 闲房利用让
村民看到了未来 ， 想干事的多
了， 想创业的多了。 相信通过全
村百姓的合力， 在入驻企业的努
力下， 精品民宿、 红色教育、 休
闲旅游等文旅产业定会行稳致
远， 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定会成
真。

扎根山村，唤醒“沉睡老房”

□本报记者 周美玉

优化进出站方案 温暖乘客返乡路
北京地铁2号线北京站值班站长李生：

“进站乘客请往这边走 。”
昨天， 地铁2号线北京站乙班值
班站长李生， 一边在站外移动栅
栏处引导进出站乘客， 一边在心
里盘算着如何优化D口的进出站
方案。 末班车后， 他冒着深冬刺
骨的夜风来到这个点位， 按照自
己设计的路线在偌大的北京站站
前广场走了3趟。 “要让今年春
运的地铁北京站D口进出更快
捷。” 李生心里默想着。

根据往年的经验 ， 火车站
90%以上的落地旅客会选择乘坐
地铁， 而D口是旅客乘坐地铁首
选的进站口， 一旦多列返京的火
车同时到达落客， 势必会造成D
口客流拥堵。 如何让乘客这段路
不添堵， 让李生费尽心思。 每逢
李生的夜班 ， 在运营任务结束
后， 站厅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只见他一会儿在安检点搬弄导流
围栏， 一会儿在进站闸机丈量距
离， 一会儿又在站厅里快步行走
测算时间……手里捏着的本子

上， 密密麻麻记得全是字， 车站
的平面图被他画得全是字符 ，
“这里， 还有这里， 都应该增设

临时移动导流栅栏， 这样就可以
将进站乘客、 购票乘客及去往火
车站的乘客隔离开。” 李生向同

事解说。 此刻， 他已然完全沉浸
在优化客流流向中不能自拔 ，
“较真劲儿” 一览无余。

在站区春运保障专题会上，
李生打开手中的本子， 将自己关
于优化北京站客运组织的想法，
向站区领导进行了汇报。 “优化
北京站春运客运组织的措施很有
新 意 ， 这 就 是 ‘ 以 乘 客 为 中
心’。” 2号线建国门站区党支部
书记韩佳对李生的想法给予肯
定。 为支持李生的工作， 站区党
支部派出分管专业副区长亲自坐
镇， 调配具有北京站春运保障工
作经验的骨干成立工作专班， 提
供往年北京站春运客流情况分
析、 疫情防控相关政策调整的最
新信息， 协调火车站提供春运期
间列车时刻表， 不遗余力支持本
次客运组织方案调整。

接到任务后， 李生与有着多
年春运保障经验的老职工一起反
复研究往年客流特点， 结合疫情
防控政策优化后的防控措施， 不

断推演春运期间可能发生的各种
突发情况。 “在安全的前提下，
让乘客少走冤枉路， 是我们设计
春运保障措施的出发点。” 乘客
大包小包出行不容易， 李生感同
身受， “我们要让乘客的春运路
不仅 ‘走得了 ’ ， 还要 ‘走得
好’。” 根据客流变化动态调整限
流措施， 加快大件行李的安检速
度， 适时加开人工售票窗口……
在李生的引导下， 职工们集思广
益 ， 畅所欲言 。 李生边听边记
录， 将春运保障各项应对措施整
理成方案。 优化后的客运组织方
案， 经过反复的桌面推演、 现场
验证、 实战演练， 赶在春运到来
之前终于敲定 ， 并全面开始实
施。

“不断提升服务标准， 持续
改进服务水平， 是我十年如一日
努力的方向。” 今年已经是李生
在北京站保障春运的第10个年头
了，他已从茫然无措的“愣头青”
蜕变成运营保障的“排头兵”。

胡雪（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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